


1 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

目 錄

頁數

2 公司資料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3 收益表

4 全面收益表

5 財務狀況表

7 權益變動表

8 現金流量表

9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5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33 其他資料



公司資料

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 2

董事及董事委員會
董事
執行董事
鄭敏泰（主席）
鄭碧浩（行政總裁）
岳明珠
孔憲傑（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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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基
李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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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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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鄭碧浩（主席）
劉紹基
李均雄
李天生

提名委員會
鄭碧浩（主席）
劉紹基
李均雄
李天生

合規主任
鄭碧浩

公司秘書
鄒國明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新界葵涌
大連排道200號
偉倫中心2期7樓

主要往來銀行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深圳上步支行
中國建設銀行－深圳田背支行
招商銀行－深圳東門支行
招商銀行－深圳蛇口支行
中國建設銀行－深圳布心支行

法律顧問
中國法例：
廣東恒益律師事務所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
中環金融街8號
國際金融中心2期18樓

股份過戶登記處
於開曼群島的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Butterfi eld Fulcrum Group (Cayman) Limited
Butterfi eld House
68 Fot Street
P. O. Box 705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於香港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投資者關係
iPR 奧美公關

網址
www.embryform.com

股份編號
1388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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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
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及下文所載之有關說明附註。該等簡明綜合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841,283 687,187

銷售成本 (155,957) (140,692)
  

毛利 685,326 546,495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20,245 4,778

銷售及分銷開支 (482,682) (367,936)

行政開支 (91,233) (65,367)

融資成本 5 (1,022) –
  

除稅前溢利 6 130,634 117,970

所得稅開支 7 (39,349) (37,21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91,285 80,7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港仙） 22.35 20.04
  

 －攤薄（港仙） 21.97 19.60
  

股息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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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91,285 80,753
  

其他全面收入︰
折算境外營運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6,994 (1,22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98,279 7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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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529,179 518,923
投資物業 238,876 217,22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35,056 35,020
遞延稅項資產 12,691 11,197
按金 7,420 5,497

  

非流動資產總值 823,222 787,861
  

流動資產
存貨 540,141 441,617
應收貿易賬款 12 83,771 64,83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4,564 49,83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4,152 195,090

  

流動資產總值 822,628 751,38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3 90,266 63,955
計息銀行借款 14 38,000 20,000
應付稅項 18,938 11,10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38,456 223,306

  

流動負債總值 285,660 318,366
  

流動資產淨值 536,968 433,01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60,190 1,220,879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 14 122,500 65,000
遞延負債 3,549 3,471
遞延稅項負債 28,310 20,854
其他應付款項 22,143 21,882

  

非流動負債總值 176,502 111,207
  

資產淨值 1,183,688 1,10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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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4,101 4,067

儲備 1,179,587 1,105,605
  

總權益 1,183,688 1,10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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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儲備 

已發行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實繳盈餘

資產
重估儲備

企業發展
及法定
儲備金

匯兌
波動儲備 商譽儲備

購股權
儲備 保留溢利 總儲備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4,067 346,713 122,610 2,539 20,606 72,045 (3,168) 7,556 536,704 1,105,605 1,109,672

期內溢利 – – – – – – – – 91,285 91,285 91,285
折算境外營運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 6,994 – – – 6,994 6,99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6,994 – – 91,285 98,279 98,279           

發行股份 34 8,759 – – – – – (3,538) – 5,221 5,255
以股權支付之購股權安排 – – – – – – – 3,285 – 3,285 3,285
宣派及支付二零一零年
 末期及特別股息 – – – – – – – – (32,803) (32,803) (32,803)
轉自保留溢利 – – – – 8,029 – – – (8,029) –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101 355,472 122,610 2,539 28,635 79,039 (3,168) 7,303 587,157 1,179,587 1,183,68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儲備 

已發行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實繳盈餘

資產
重估儲備

企業發展
及法定
儲備金

匯兌
波動儲備 商譽儲備

購股權
儲備 保留溢利 總儲備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4,021 334,714 122,610 2,539 15,177 51,838 (3,168) 10,204 456,302 990,216 994,237

期內溢利 － － － － － － － － 80,753 80,753 80,753
折算境外營運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 (1,224) － － － (1,224) (1,22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224) － － 80,753 79,529 79,529           

發行股份 23 5,952 － － － － － (2,437) － 3,515 3,538
以股權支付之購股權安排 － － － － － － － 1,168 － 1,168 1,168
購股權失效 － － － － － － － (112) 112 － －
宣派及支付二零零九年
 末期及特別股息 － － － － － － － － (28,300) (28,300) (28,300)
轉自保留溢利 － － － － 449 － － － (449) －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044 340,666 122,610 2,539 15,626 50,614 (3,168) 8,823 508,418 1,046,128 1,05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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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用於）下列項目之現金流量淨額：
經營業務 26,733 83,844

投資活動 (133,470) (147,540)

融資活動 46,930 70,23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減少）淨額 (59,807) 6,542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5,090 288,957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1,131) (1,224)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4,152 294,2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4,152 294,275

  



9 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根據開曼群島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法例三，經綜合及修訂）於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the Cayman Islands，而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新界葵涌大
連排道200號偉倫中心二期7樓。

本公司為Harmonious World Limited（「Harmonious World」）的附屬公司，Harmonious World為於英屬處女
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董事認為Harmonious World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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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除投資物業外以公平值計量（如適用），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除下文所述
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年
度財務報表時所依循者一致。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於本集團在二
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首次採納者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比
較披露資料的有限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金融工具：呈列－供股之

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的修訂預
付最低資金要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權益工具註銷金融負債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 修訂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已獲編製及呈列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因此，概無確認過往期間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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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扣除退貨及交易折扣款額後售出貨品之發票淨值。

本集團之主要經營分部是胸圍、內褲、泳衣及睡衣之製造及銷售。由於此為本集團之唯一經營分部，故
並無呈列進一步之分析。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補貼收入* 3,168 －
租金收入總額 1,903 1,058

銀行利息收入 437 1,245

專利權收入 235 －
其他 1,444 741

  

7,187 3,044
  

收益
匯兌差額，淨額 8,180 (294)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4,875 2,0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3 28
  

13,058 1,734
  

20,245 4,778
  

* 此收入並無涉及任何未達成之條件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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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總銀行借款利息 1,022 393

減：利息資本化 – (393)
  

自收益表扣除之利息開支 1,022 －
  

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155,957 140,692

折舊 16,467 11,057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之攤銷 381 93

有關以下各項經營租約之最低租賃款項：
 土地及樓宇 30,400 25,424

 百貨公司內零售點的或然租金 207,101 170,419

廣告及櫃位裝飾開支 46,802 33,583

研究及開發開支 1,587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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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估計在香港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零年：16.5%）之稅率作出撥備。

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中國所得稅法」），中國所得稅稅率對於所
有企業統一為25%。根據新中國所得稅法之實施指引，於公佈新中國所得稅法前成立之企業有權享有相
關稅務機構授予減免企業所得稅率（「企業所得稅率」）之優惠待遇。新企業所得稅率可於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新中國所得稅法生效日期後五年內逐漸由優惠稅率增加至25%。現時於固定期限內可享有標準所得
稅稅率豁免或減免之企業可繼續享有此待遇，直至該固定期限屆滿為止。

此外，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業務國家之目前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
 即期稅項－香港 295 238

 即期稅項－中國大陸 33,092 33,168

 遞延 5,962 3,811
  

期內之總稅項支出 39,349 3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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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有關連人士交易

(a)  除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所述之交易外，本集團於期內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如
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交易
向關連公司購買櫃位及店舖之傢俬 (i) 10,317 8,161

向關連公司支付物業之租金開支 (ii) 1,350 1,227

向本公司一名董事支付倉庫之租金開支 (iii) 72 72
  

附註：

(i) 向本公司一名董事的一名兒子控制之關連公司購買櫃位及店舖之傢俬之條款與本集團獨立供
應商所提供之條款相若。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欠付關連公司之結餘為9,405,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980,000港元）乃無抵押、免息及需按一般買賣條款償還。
該等款額已於報告期間結算日列作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ii) 向本公司一名董事及本公司一名董事的兩名兒子所控制之關連公司支付之租金開支乃參考當
時之市況釐定。

(iii) 租金開支乃參考當時之市況釐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以上持續交易構成持續關連交易。

董事認為上述交易是於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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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有關連人士交易（續）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7,160 6,459

離職後福利 148 134

以股權支付之購股權開支 794 681
  

支付予主要管理人員之總薪酬 8,102 7,274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目的之盈利（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未經審核溢利） 91,285 80,753

  

千股 千股

普通股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為目的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8,451 402,914

假設於期內視為行使所有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而無償發行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029 9,149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為目的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15,480 41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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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已付股息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末期及特別股息
 －分別為每股普通股5.0港仙及3.0港仙
 （二零一零年：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末期及特別股息－分別為每股普通股5.0港仙及2.0港仙） 32,803 28,300

  

擬派中期股息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為3.0港仙（二零一零年：3.0港仙） 12,302 12,135

  

中期股息將向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六日名列於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該中期股息乃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期間後宣派，故並無作為負債計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年初，扣除累計折舊 518,923 203,519

添置 20,783 327,892

出售╱撇銷 (2) (401)

期╱年內折舊撥備 (16,467) (24,152)

匯兌調整 5,942 12,065
  

期╱年末，扣除累計折舊 529,179 51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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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期形式與客戶進行買賣，惟一般會要求批發商預先付款。信貸期一般為一個月，主要
客戶之信貸期則可延至三個月。本集團之銷售部嚴控未收之應收款項，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
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鑑於上文所述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涉及多元化之客戶群且客戶人數眾多，故並
無信貸過度集中之風險。應收貿易賬款並不計息。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結算日之應收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78,981 62,291

91至180日 4,790 2,547

181至360日 694 239

360日以上 159 11
  

84,624 65,088

減：減值撥備 (853) (250)
  

83,771 6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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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結算日之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83,884 57,979
91至180日 4,431 4,704
181至360日 1,362 741
360日以上 589 531

  

90,266 63,955
  

應付貿易賬款並不計息，一般於30至90日內結清。

14. 計息銀行借款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實際利率 到期日 千港元 實際利率 到期日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即期
銀行貸款-無抵押 香港銀行同業

拆息利率+1.08
2011 – 2012 38,000 香港銀行同業

拆息利率+1.08
2011 20,000

非即期
銀行貸款-無抵押 香港銀行同業

拆息利率+1.08
2013 – 2016 122,500 香港銀行同業

拆息利率+1.08
2012 – 2015 65,000

  

合共 160,500 85,000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析如下：
於下列期間償還之銀行貸款：
一年內 38,000 20,000
第二年 38,000 20,000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年度） 84,500 45,000

  

160,500 85,000

減：於一年內償還並列為即期部份的金額 (38,000) (20,000)
  

列為非即期部份的金額 122,500 65,000
  

以上銀行貸款以港元列值。本公司已就銀行貸款提供公司擔保，並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年利率加1.08厘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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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採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為對本集團的成功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
者提供鼓勵及獎賞。該等計劃之詳情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報告期間之年度財務報表內予
以披露。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以下載列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首次公開發售
前購股權」）：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
姓名或類別

於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

期內
授出

期內註銷
或失效

期內
已行使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
授出日期 購股權行使期*

購股權
行使價**
每股港元

         

執行董事
鄭敏泰 218,250 － － (218,250) －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1.81

鄭碧浩 125,000 － － (125,000) －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1.81

岳明珠 193,250 － － (193,250) －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1.81

孔憲傑 83,000 － － (83,000) －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1.81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紹基 68,000 － － (68,000) －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1.81

李均雄 68,000 － － (68,000) －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1.81

李天生 68,000 － － － 68,000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1.81

其他僱員
總計 827,500 － － (336,500) 491,000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1.81

     

1,651,000 － － (1,092,000) 5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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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購股權計劃（續）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續）
期內尚未行使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對賬附註：

*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按以下方式歸屬予承授人：

－ 該等購股權的25%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歸屬，行使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 該等購股權的25%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歸屬，行使期為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 該等購股權的25%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歸屬，行使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及

－ 該等購股權餘下的25%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歸屬，行使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八
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 各份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行使價為最終發售價3.62港元的50%，惟受到供股或紅股、或本公
司股本中其他類似變動所影響。

本公司已根據歸屬期確認過往年度所有購股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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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計劃
以下載列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購股權計劃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
姓名或類別

於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

期內
授出

期內註銷
或失效

期內
已行使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
授出日期 購股權行使期

購股權
行使價
每股港元

         

執行董事
鄭敏泰 700,000 － － (300,000) 400,000 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五日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

1.45

－ 35,000 － － 35,000 二零一一年
 五月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5.24

鄭碧浩 700,000 － － (300,000) 400,000 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五日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

1.45

－ 1,460,000 － － 1,460,000 二零一一年
 五月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5.24

岳明珠 700,000 － － (300,000) 400,000 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五日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

1.45

－ 60,000 － － 60,000 二零一一年
 五月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5.24

孔憲傑（附註） 650,000 － － (250,000) 400,000 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五日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

1.45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紹基 700,000 － － (420,000) 280,000 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五日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

1.45

－ 100,000 － － 100,000 二零一一年
 五月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5.24

李均雄 650,000 － － (95,000) 555,000 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五日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

1.45

－ 100,000 － － 100,000 二零一一年
 五月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5.24

李天生 580,000 － － (200,000) 380,000 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五日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

1.45

－ 100,000 － － 100,000 二零一一年
 五月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5.24

其他僱員
總計 4,152,000 － － (396,000) 3,756,000 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五日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

1.45

－ 18,500,000 (80,000) － 18,420,000 二零一一年
 五月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5.24

     

8,832,000 20,355,000 (80,000) (2,261,000) 26,8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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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計劃（續）
期內購股權計劃下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對賬附註：

* 購股權（「二零零八年購股權」）按下列方式歸屬予承授人：

－ 該等購股權的30%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歸屬，行使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至二零
一二年十一月四日；

－ 該等購股權的30%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歸屬，行使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至二零
一二年十一月四日；及

－ 該等購股權的餘下40%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五日歸屬，行使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五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

** 購股權（「二零一一年購股權」）按下列方式歸屬予承授人：

－ 該等購股權的30%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歸屬，行使期為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至二零
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 該等購股權的30%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歸屬，行使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至二零
一六年五月十七日；及

－ 該等購股權的餘下40%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歸屬，行使期為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附註：

孔憲傑先生已辭任本公司董事之職，由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生效，其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之規則於
同日失效。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 20,355,000份購股權及其公平值估計約為
41,952,000港元（每份購股權2.06港元）。本公司於期內確認二零零八年購股權及二零一一年購股權相關
購股權開支3,28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87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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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計劃（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的公平值，乃使用二項式模式於授出日期
進行估計，並已計及該等購股權授出後的條款及條件。下表列載使用該模式的計入項目：

股息率(%) 1.5

預期波幅(%) 52

無風險利率(%) 1.64

預期購股權有效期（年） 5

流失率－董事(%) 0

流失率－除董事外的員工(%) 14

加權平均股價（港元） 5.24

預期波幅反映假設歷史波幅具有未來趨勢的指示作用，亦可能與實際結果不符。流失率乃按照員工╱董
事流失率的歷史數據計算。

計算公平值時概無列入其他所授出購股權的特質。

於報告期間已行使的購股權於行使當日的加權平均股價為每股5.72港元。

於期內行使之3,353,000份購股權令本公司發行3,353,000股普通股，產生34,000港元之新股本及約
5,221,000港元之股份溢價賬（扣除發行開支前）。3,538,000港元之金額已由購股權儲備轉撥。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本公司擁有27,405,000份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下之尚未行使購
股權。根據本公司現時的股本結構，全面行使該等購股權將導致本公司額外發行27,405,000股普通股以
及產生額外股本274,000港元及股份溢價賬116,507,000港元（扣除發行開支前）。

報告期間結算日之後及於批准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當日，本公司擁有26,685,000份首次公開發售前購
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下之尚未行使購股權，佔本公司於該日期已發行股本約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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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6. 經營租約安排

(a)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出租投資物業，租約以兩至三年年期進行磋商。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集團與租戶訂立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本集團於以下日期之未
來最低應收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071 1,914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564 –
  

4,635 1,914
　 �

(b)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租用若干店舖、櫃位、倉庫及辦公室物業，租約以一到八年年期進行磋
商。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集團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本集團於以下日期之未來最低應付
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83,984 78,345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7,241 42,829

五年後 – 31
  

121,225 121,205
  

此外，本集團與百貨公司訂立協議，以便本集團可在百貨公司內開設零售點。使用百貨公司之樓
面面積而應付之經營租約租金乃根據固定租金與或然租金兩者中之較高者釐定。或然租金乃根據
有關協議所載之條款及條件按零售點之銷售額釐定。由於該等零售點之未來銷售額未能準確地釐
定，故有關或然租金並未包括在上表。上表僅載列最低租賃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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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7. 承擔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本集團之承擔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其於中國全資擁有之投資之已訂約資本承擔 58,667 57,976
  

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承擔 15,146 12,334
  

就於山東廠房二期發展投資之經批准但未訂約承擔 123,350 121,898
  

18. 批准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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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營運回顧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保持迅速增長，與國際不明朗的形勢成強烈對比。城鎮建設步伐加
快，推動國民收入增長，為中國消費行業提供良好的基調。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字，上
半年國內生產總值人民幣204,459億元，同比增長9.6%；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人民幣85,833億
元，同比增長16.8%，服裝類等日常消費增長平穩。

國內經濟穩步發展，國民消費力持續提升，促進中國女性內衣行業擴張，此特別有利於品牌內衣
產品的需求。為吸納中國女性內衣市場的龐大潛力，各女性內衣品牌增加促銷力度，以致行業競
爭日趨激烈。縱使國內物價上升，通脹加劇，然而消費者對優質品牌消費需求仍然興旺，仍能保
持優質女性內衣品牌的健康發展。

安莉芳於期內運用其多品牌策略，持續優化品牌形象及提升產品質素，在市場急速變化中抓緊發
展機遇，推動業務增長。與此同時，集團把握時機擴充銷售網絡，以鞏固業務基礎，為集團帶來
正面的業績貢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業務表現理想，收益較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上一個期間」）增加22.42%至841,283,000港元。期內開店步伐加快，使本集團
銷售及分銷開支增長較快，錄得31.19%的增幅。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91,285,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上升13.04%。每股盈利為22.35港仙（二零一零年：20.04港仙），增加11.53%。本公司董
事會議決就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每股3.00港仙（二零一零年：3.0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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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及營運回顧（續）
品牌管理
穩固的品牌實力是集團最大的競爭優勢之一，本集團多年來於市場上建立了良好品牌聲譽，奠定
其優質女性內衣產品的領導地位。集團旗下經營的五個品牌－安莉芳、芬狄詩、COMFIT、LC及
E-BRA，針對各個消費市場，策略性地滿足不同層面客戶群之需求。

本集團第五品牌E-BRA自去年第四季推出後，產品以價格大眾化作定位，針對及滿足二、三線城
市的市場需求。本集團於期內改善安莉芳及芬狄詩兩主要品牌的形象，進一步優化各品牌的產品
組合，以迎合市場需求，反應正面。

集團有效地整合資源，積極透過不同渠道進行品牌和產品之推廣及宣傳，藉以提升品牌價值。
於本期間，集團舉行多項推廣及促銷活動，包括有「魅力綻放安莉芳新品發佈秀暨新女性時尚沙
龍」、「芬狄詩炫秀巡禮」及「中國國際內衣文化週之E-BRA品牌展」，繼續鞏固集團與經銷商夥伴及
顧客之間的緊密關係，提升市場滲透率及擴大市場佔有率。

銷售網絡
中國國民收入提升釋放更大的消費需求，使中國零售市道持續暢旺。本集團策略性地拓展銷售網
絡，開店繼續覆蓋一線及經濟增長迅速的二、三線城市，使集團銷售網點更為完善。鑑於市場需
求殷切，本集團調高全年開店目標至淨增加約250個零售點。於本期間，本集團零售點數目淨增
加達131個，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經營合共2,012個零售點，其中銷售專櫃及專門
店數目分別為1,823個及189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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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及營運回顧（續）
產品設計及研發
國內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穩定增長，消費力提升及消費習慣愈趨成熟。因此，集團
在設計及研發新產品方面持續投放資源，務求緊貼市場需求，引領內衣產品的時尚潮流。

於本期間，集團共推出多款新產品系列，其中，安莉芳的「時尚簡約系列」、「印花空氣Bra系列」及
「雅緻系列」；以及芬狄詩的「糖果女孩系列」、「色彩PARTY系列」及「海軍徽章系列」；E-BRA的「斑
馬紋系列」、「棉雅玫瑰系列」、「唯美清荷系列」及「大小豹紋系列」尤其受顧客歡迎。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共29項實用專利及13項外觀設計專利，於中國及╱或世界
其他地方註冊。

生產能力
集團現時擁有三個生產基地，分別位於深圳、濟南及常州。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生
產基地的年產能合共21,200,000個標準產品件。鑑於最近全球經濟形勢不穩及通脹壓力對消費市
場的影響，集團將密切注視消費市場的需求情況而調節其產能，以祈能在滿足市場需求的同時，
達致更佳的營運效率。

人力資源
中國勞動市場持續活躍，使工資上漲壓力增加。優秀的人力資源是集團的核心動力。集團透過舉
辦培訓課程及文化活動、改善員工福利及提供優厚的獎金，以提升員工的歸屬感。於本期間，由
於增加銷售點及產能，集團僱員數目亦增加至約9,600名（二零一零年：7,700名）。因此，本期間
的員工成本總額（包括工資及基本薪金、佣金、花紅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達到235,841,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163,93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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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狀況回顧
收益
按銷售渠道及地區劃分
本期間，營業額為841,28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22.42%。營業額的增長主要反映中國零售
市場銷售網絡擴張及本集團整體顧客需求增加所致。集團進一步擴闊專利產品的應用層面，使產
品平均售價有所提升，亦帶動營業額的增長。

本期間來自零售的營業額為707,199,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益84.06%，較上一個期間增加
17.68%；批發業務的營業額由79,715,000港元增加45.80%至116,224,000港元。於本期間出口
業務所佔集團總收益比例輕微，營業額為9,11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9.31%。另外，本集
團於本期間開拓網上直銷渠道，利用電子網絡作為銷售平台，銷售集團旗下各品牌產品，帶來
8,749,000港元營業額貢獻。

中國大陸市場是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本期間來自中國大陸市場的營業額為787,536,000港元，
佔本集團總收益93.61%，較上一個期間上升23.96%。

按品牌及產品線劃分
目前，集團經營五個品牌，包括：安莉芳、芬狄詩、COMFIT、LC及E-BRA，各針對不同年
齡及消費力的顧客。旗艦品牌安莉芳是本集團最主要收入來源，上升勢頭持續，增長15.84%

至443,826,000港元。芬狄詩是本集團的另一增長動力，營業額較上一個期間上升14.82%至
290,068,000港元。於去年第四季度推出的E-BRA市場反應正面，並不斷拓闊集團銷售渠道，營
業額達53,685,000港元。定位較高的品牌LC，於本期間營業額上升91.15%至2,743,000港元。至
於著重功能及質素的COMFIT，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3.62%至41,850,000港元。

本集團對女性內衣的研究及開發以至其生產技術均具優勢，因此女性內衣一直是本集團的核心產
品線。於本期間，女性內衣銷售為744,492,000港元，佔本集團收益88.50%，較上一個期間增加
21.62%。泳衣銷售增長理想，增加48.68%，睡衣銷售則增加7.79%。泳衣及睡衣於本期間的銷
售額分別為46,776,000港元及37,184,000港元，各佔本集團收益5.56%及4.42%。上述兩條產品
線有助增強本集團的產品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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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狀況回顧（續）
毛利
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毛利約685,326,000港元，較上一個期間增長約25.40%。整體毛利率則約為
81.46%，較去年同期為佳。雖然原材料及勞工成本上漲，增加成本壓力；然而，集團業務擴充進
一步帶來規模效益，加上控制成本措施得宜，以及品牌價值提升及專利產品銷售比例持續增加，
集團毛利率得以維持在較穩定的水平。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期間其他收入增加323.71%至20,245,000港元。本期間錄得8,180,000港元之匯兌收益，此收益
來自經營中國大陸業務所產生的人民幣升值。上一個期間，人民幣匯率平穩，因此並沒有顯著的
匯兌差異。此外，香港物業價格上升為集團帶來4,875,000港元的投資物業升值收益，較去年同期
增加2,875,000港元。由於本期間中國及香港持續低息及集團將部份現金支付購置上海安莉芳大廈
的關係，本集團的利息收入減少64.90%至437,000港元。

經營開支
於本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31.19%至482,68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67,936,000港元），佔
本集團收益57.37%（二零一零年：53.54%）。

上述費用增加的部份原因是由於上半年專櫃及店舖數目淨增加131個零售點，故廣告及零售點裝
飾開支增加39.36%至46,802,000港元，佔本集團收益5.56%（二零一零年：4.89%）。

行政開支增加39.57%至91,233,000港元，佔本集團收益10.84%，上一個期間為9.51%，增加主
要來自成本上漲。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公告所披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根據本公司購股權
計劃授出可認購本公司合共20,355,000股股份之購股權（「二零一一年購股權」）。於本期間，本公
司於收益表中確認的總購股權開支約為3,28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168,000港元），其中授出
二零一一年購股權已被確認的購股權開支約為2,906,000港元。預計授出二零一一年購股權之額外
購股權開支約為12,150,000港元將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下半年被確認，本
公司預期此將影響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營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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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狀況回顧（續）
純利
於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91,28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3.04%。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溢利增加，主要是由於收益持續增長、毛利率改善及其他收入增加所致。由於前述費用增加以
致純利率由上一個期間的11.75%減少至10.85%。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作為其營運資金，於本期間維持良好及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134,15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5,09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貸款為160,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5,000,000港元）。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用作銀行貸款的抵押。於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約為13.56%（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66%）。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總額約為4,10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067,000港元），包括410,051,500股（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6,698,5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已發行股份數目增加是由於本集團若干名董事及員工行使根據首次
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所致。

另外，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向本集團若干名董事及員工授予
20,355,000份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本中合共20,355,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以上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5。

所持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
本期間，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亦概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

資本開支
本期間，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20,78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1,728,000港元）。

本集團的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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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狀況回顧（續）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進行其貿易交易，由於本集團來自銷售及採購的外匯風險大部份均可
互相抵銷，因此本集團認為集團的外匯風險不大。本集團的政策為繼續保持其以相同貨幣進行的
銷售及採購之間的平衡。本集團並無採用衍生金融工具以保障本集團免受外匯交易及日常業務過
程中產生的其他金融資產及負債出現波動所造成的影響。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或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

前景
展望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將會是既有危亦有機；國民人均收入穩步增加，經濟結構轉型加快，形成
市場需求潛力巨大。面對國內外環境的複雜變化和挑戰，中央政府透過十二五規劃加強及改善宏
觀調控，鞏固及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同時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並強調增強內在消費
需求，保持社會經濟平穩發展的良好形勢。

另一方面，通脹壓力持續升溫及全球經濟形勢不穩，為經濟發展增添不明朗因素。有鑑於此，作
為中國女性內衣行業的市場領導者，集團將繼續保持審慎樂觀態度，並採取具持續性發展的業務
策略，應對社會氣候變化。

集團將繼續發揮多品牌策略優勢，並展望中國二、三線城市的龐大增長空間。新品牌E-BRA的加
入成功吸納不同層面的客戶群，填補市場縫隙，擴闊市場覆蓋率。由於E-BRA上半年表現理想，
集團計劃開設更多零售點，構建鮮明的品牌形象，為品牌日後發展建立堅實的基礎。

由於市場需求殷切，本集團調高全年開店目標至淨增加約250個零售點，進一步優化及擴闊其銷
售網絡。生產方面，集團將持續密切注視市場需求並加強產能管理，從而更有效地滿足市場需
要。同時，集團正部署山東廠房二期的前期規劃工作，為未來五年的產能需求作好長遠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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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前景（續）
隨著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加快，國內整體經濟及消費結構逐步提升，集團將充份發揮多品牌策略的
競爭優勢，抓緊市場變化所帶來的機遇，推動業務穩步增長。集團有信心，這股增長動力將在二
零一一年下半年延續，為股東帶來滿意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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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股本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
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通知本公司及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姓名
身份及
權益性質

股份╱股權
衍生工具

所持
股份╱股權
衍生工具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鄭敏泰 受控制公司權益 普通股（附註1） 276,679,557 67.47

實益擁有人 普通股 3,808,000 0.93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附註2） 435,000 0.11

鄭碧浩 實益擁有人 普通股 19,884,848 4.85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附註2） 1,860,000 0.45

岳明珠 受控制公司權益 普通股（附註1） 276,679,557 67.47

實益擁有人 普通股 1,902,000 0.46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附註2） 460,000 0.11

孔憲傑 實益擁有人 普通股 566,000 0.14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附註3） 400,000 0.10

劉紹基 實益擁有人 普通股 488,000 0.12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附註2） 380,000 0.09

李均雄 實益擁有人 普通股 173,000 0.04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附註2） 655,000 0.16

李天生 實益擁有人 普通股 200,000 0.05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附註2） 548,00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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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續）
於相聯法團股份的好倉：

姓名
相聯法團
名稱

與本公司
的關係

股份╱股權
衍生工具 股份數目

身份及
權益性質

佔相聯法團
已發行股本
的百分比

       

鄭敏泰 Harmonious

 World

最終控股
 公司
 

普通股
 

57.91股每股
 面值1美元
 的股份

直接實益
 擁有

59.09

岳明珠 Harmonious

 World

最終控股
 公司
 

普通股
 

40.09股每股
 面值1美元
 的股份

直接實益
 擁有

40.91

附註：

1. 該等股份分別由Harmonious World及Fairmout Investments Limited（「Fairmout Investments」）持有其
275,408,367股股份及1,271,190股股份。Harmonious World分別由鄭敏泰先生及岳明珠女士擁有其
59.09%及40.91%權益。Fairmout Investments分別由鄭敏泰先生及岳明珠女士擁有其50%及50%權益。

2. 此為各董事行使彼等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分別獲授的購股權時將獲配發及發行
的股份數目。有關詳情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5中作出披露。

3. 孔憲傑先生已辭任本公司董事之職，由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生效，其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之規則於
同日失效。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通知
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5所披露者外，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滿十八歲的子女概無於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期間」）任何時間獲授權利以透過購買本公司股份或債
券而獲益，彼等亦無行使該等權利，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亦無
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收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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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除外）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5%或以上須記
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

好倉：

佔本公司已發行
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目 股本的百分比
    

Harmonious World 直接實益擁有
 （附註）

275,408,367 67.16

FIL Limited 投資經理 25,508,000 6.22

附註： Harmonious World與鄭敏泰先生及岳明珠女士之間的關係披露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
淡倉」項下。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人士（其權益載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
的權益及淡倉」一節的本公司董事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記錄的權益或淡倉。

董事資料變更
根據上巿規則第13.51B(1)條，自本公司2010年年報報告期間結束後，按第13.51(2)條第(a)至(e)段
及第(g)段規定須披露之董事資料變更如下：

(i) 有關經驗包括在其他公司擔任之董事職務及其他主要任命
由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起，劉紹基先生辭任恒富控股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職，
該公司之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李均雄先生獲委任為新礦資源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公
司之股份自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起於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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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資料變更（續）
(ii) 董事酬金

由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起，鄭敏泰先生、鄭碧浩女士及岳明珠女士之月薪分別增加至
174,434港元，160,710港元及148,850港元，由各自之服務合約訂明支付。

除上述者外，並無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作出披露。

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董事會議決就中期期間向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五）名列股
東名冊的股東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0港仙，因而須提撥約12,302,000港元。上述中期股息將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派付。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五）兩天暫停股份過戶
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已填妥之過戶文
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呈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
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中期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整個中期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定
於中期期間，彼等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訂的標準。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鄭敏泰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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