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ream International Limited
德 林 國際有限公司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tock Code: 1126

Interim

 2009
 Report

Interim

 2009
 Report

Dream International Limited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126

 2009 2009



1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報告2009

目錄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2

綜合損益表 6

綜合全面收益表 7

綜合資產負債表 8

綜合權益變動表 10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11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12

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 28

公司資料 35



2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報告2009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環球金融危機繼續影響全球經濟，導致市場氣氛欠佳，其中以

美國尤甚，同時對玩具業造成打擊。儘管如此，德林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憑藉穩固的客戶基礎和更趨完善的經營架構，仍能夠在艱

難的市況下錄得理想業績。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受毛絨玩具分部的銷售額持續上升帶動，本

集團營業額按年增加12.4%至382,2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40,000,000港元）。過去

數年，本集團積極重組生產基地並把生產活動集中在中國內地和越南進行，成功減

低勞工成本及提升生產效率，因此在回顧期內，銷售成本下降6.3%至277,800,000港

元（二零零八年：296,500,000港元），毛利攀升1.4倍至104,4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43,500,000港元），而行政費用亦減少13.5%至64,8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74,900,000

港元）。已出售的固定資產獲得收益約21,6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出售固定資產虧

損：700,000港元）。期內，本集團轉虧為盈，股東應佔溢利達38,900,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虧損51,000,000港元顯著改善。

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達203,2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2,4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產品分析

毛絨玩具分部

回顧期內，毛絨玩具的銷售額大幅增加18.9%至324,3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

84.8%。原設備製造（「OEM」）及特許權業務仍是本集團的核心業務，佔毛絨玩具分部

的銷售額91.1%。在OEM業務方面，本集團的策略是促進與現有客戶即著名角色造型

擁有者和特許權使用者之間緊密合作的關係。期內，本集團獲得一名日本客戶的大

額訂單，為一個新的卡通人物製造一系列新產品，推動了此業務的增長。由於這些

新產品深受市場歡迎，預期該客戶今後將會增加產品訂單。此外，來自其他OEM客

戶，包括在去年成為本集團客戶的著名美國娛樂公司的訂單亦保持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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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權業務包括設計和製造一眾受歡迎迪士尼卡通人物的毛絨及軟體玩具，銷售予

美國大型零售商，而此業務在回顧期內繼續增長。除了以歌舞青春  (High School

Musical) 及孟漢娜 (Hanna Montana) 為主題的青少年產品系列外，本集團在期內擴充

了產品系列，加入了以其他迪士尼卡通人物為主題的嬰兒毛絨玩具，而市場對新產

品的反應也十分理想。由於能參與產品各方面的決策，本集團今後將善用這項優勢，

配合市場需求調整擴張步伐及度身訂製新產品。

原設計製造（「ODM」）業務佔毛絨玩具分部的銷售額8.9%。面對經濟環境欠佳，本集

團停止接受數量較少的訂單，並多次推行營銷活動，吸引著名美國零售商加大訂單

數量。為增加高利潤產品的銷售額，本集團繼續推出和推廣旗下「CALTOY」品牌的互

動玩具，如互動教育電子毛絨玩具。本集團將繼續加推更多互動玩具產品，並藉著

自行開發更多創新產品以把握商機。

金屬及塑膠玩具業務

金屬及塑膠玩具業務的銷售額為57,900,000港元，佔本集團的總營業額15.2%。回顧

期內，本集團減少生產低利潤產品，並提高售價較高及利潤較佳的產品所佔比重。

其中，本集團在期內為一間美國巿場推廣公司生產手柄設有電子發聲裝置的三輪車

這類高檔次產品，而該產品在美國繼續深受歡迎。此外，本集團也憑藉推出一系列

新款踏板車，取得更多來自美國和歐洲市場的訂單。本集團現正與客戶共同開發更

多新款踏板車產品，並將於未來數個月陸續推出美國和歐洲市場。另一方面，本集

團重組旗下「Great」及「Far Great」品牌在中國的銷售網絡，集中發展產品銷量較佳的

大城市以擴展在國內市場的業務規模。

期內，本集團為一個在中國非常流行的日本卡通人物開發了腳踏車和三輪車產品，

並將與一家天津的腳踏車公司合作，在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度推出該新產品系列。此

外，憑藉與迪士尼簽訂另一項生產卡通人物踏板車及坐騎產品的特許權協議，本集

團將加快拓展中國市場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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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分析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日圓升值及一名日本客戶訂購大量新款

的毛絨玩具，帶動日本成為本集團的最大市場，佔本集團的總營業額39.7%。由於美

國市場表現疲弱，因此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比重下降至32.1%，退居為第二大巿場。

另一個主要市場歐洲佔總營業額的比重則保持於19.2%。為建立更均衡的市場組合，

本集團加快發展中國市場，其銷售額於期內佔總營業額3.7%。

營運分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經營八間廠房，其中六間位於中國大陸，兩間

位於越南，生產設備的平均使用率約為78%。本集團透過重組及重置廠房往中國內陸

地區或越南，在回顧期內大幅削減直接勞工成本和行政費用，藉此坐享更高的生產

效率及成本效益。本集團的越南廠房營運已漸上軌道，而另一間布料生產廠房亦已

按原定計劃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全面投產。

展望

環球經濟復蘇的步伐緩慢，而全球最大玩具市場美國的經濟數據亦未如理想，當中

失業率高企便是一例。儘管如此，本集團在短期內仍見有利其業務發展的因素。

早於數年前，經營環境漸趨艱難引發了玩具行業的整合，隨 去年經濟下滑更加快

了整合的步伐，不少玩具製造商因此而遭受巿場淘汰。本集團作為全球最大的毛絨

玩具製造商，定能在毛絨玩具整體產能下降的情況下受惠，一方面可從中提升市場

佔有率，此外也能獲得更大的議價能力。而巿場對中國製玩具的安全和測試要求日

益嚴格，以及國內生產成本持續上漲，亦有利如德林國際般擁有龐大產能、穩固客

戶基礎、雄厚研發實力及穩健財政狀況的玩具企業把握時機，生產更多優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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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集中製造利潤較高的產品外，本集團將繼續厲行嚴謹的成本控制以保持盈利能力。

在中國，本集團已坐享較低的勞工成本，而隨 越南的布料生產廠房全面投產，本

集團已在當地設有一條垂直整合的生產線，藉此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有見越南的

生產基地已漸上軌道，本集團下一步將計劃擴大其產能，以達致更大的經濟規模效

益。本集團預期生產基地今後將可處理更多訂單，並帶來更顯著的收入。

僱員數目及酬金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大陸、南韓、美國、日本及越南聘

用7,998名僱員（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706名）。本集團重視人才，深諳吸引

及挽留優秀員工對本集團持續取得成功的重要性。本集團將按照個別工作表現及給

予僱員花紅及購股權。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負債水平

本集團繼續保持合理的流動資金水平。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流動

資產淨值約255,6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8,400,000港元）。本集

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總額約為203,2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22,4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貸款總額約

為51,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5,700,000港元）。

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總額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38.5%大幅減少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12.2%，主要由於提早贖回長期

結構性存款約78,000,000港元、收取有關出售蘇州廠房的所得款項約46,000,000港元

及償還銀行借貸約95,000,000港元所致。

我們重組業務營運的另一項部署，便是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在越南投資約1,000,000

美元，以於越南的湄公三角洲興建一座新廠房，藉以平衡中國境內的產量。本集團

預期將再投入5,000,000美元以提升該廠房的產能，而有關資金將由本集團的內部資

源撥付。

本集團資產抵押

銀行借貸乃以本集團價值約52,2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4,400,000

港元）的樓宇、廠房及機器、以及定期存款作為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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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及4 382,226 340,002

銷售成本 (277,791) (296,536)

毛利 104,435 43,466

其他收益 4,244 8,436

其他收入淨額 23,726 3,603

分銷成本 (25,384) (22,151)

行政費用 (64,767) (74,940)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9(b) — (5,837)

經營溢利／（虧損） 42,254 (47,423)

融資成本 5(a) (1,388) (3,81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00) (164)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40,766 (51,399)

所得稅 6 (2,640) (5,218)

本期間溢利／（虧損） 38,126 (56,617)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8,932 (51,034)

少數股東權益 (806) (5,583)

38,126 (56,617)

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 5.8港仙 （7.6港仙）

攤薄 5.8港仙 （7.6港仙）

第12頁至第27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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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虧損） 38,126 (56,617)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稅項及重列調整後）：

換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 1,270 7,690

可供出售證券：

於公平值儲備的淨變動 7 40 —

1,310 7,690

本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39,436 (48,927)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0,228 (39,408)

少數股東權益 (792) (9,519)

本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39,436 (48,927)

第12頁至第27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8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報告2009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9
— 營運租賃項下持作自用租賃土地的

 權益 16,710 21,396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30,301 171,933

147,011 193,329
無形資產 12,037 12,516
聯營公司投資 858 950
其他金融資產 5,551 —
遞延稅項資產 1,267 503

166,724 207,298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56,073 132,90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118,439 199,889
可收回本期稅項 355 255
其他金融資產 — 73,95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203,198 122,370

478,065 529,37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3 166,503 198,332
銀行貸款 51,018 145,692
本期應付稅項 4,910 6,976

222,431 351,000

流動資產淨值 255,634 178,37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22,358 38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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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續）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界定利益退休責任淨額 4,225 6,978

資產淨值 418,133 378,69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2,019 52,019

儲備 360,422 322,12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 412,441 374,142

少數股東權益 5,692 4,555

總權益 418,133 378,697

第12頁至第27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10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報告2009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一般 公平值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儲備金 兌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股東權益 總權益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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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結餘 52,019 176,893 6,829 18,427 31,077 — 146,746 431,991 18,220 450,211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購股權失效 — — (2,876) — — — 2,876 — — —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11,626 — (51,034) (39,408) (9,519) (48,927)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結餘 52,019 176,893 3,953 18,427 42,703 — 98,588 392,583 8,701 401,284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27,546) — 9,105 (18,441) (4,146) (22,587)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結餘 52,019 176,893 3,953 18,427 15,157 — 107,693 374,142 4,555 378,697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股權變動導致少數股東

權益增加 15 — — (1,929) — — — — (1,929) 1,929 —

購股權失效 — — (265) — — — 265 — — —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1,256 40 38,932 40,228 (792) 39,436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52,019 176,893 1,759 18,427 16,413 40 146,890 412,441 5,692 418,133

第12頁至第27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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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所得／（所耗）現金 65,480 (33,773)

已付稅項 (5,568) (2,386)

經營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59,912 (36,159)

投資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116,543 (13,095)

融資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96,062) 6,19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80,393 (43,056)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122,370 107,222

外幣匯率波動影響 435 844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203,198 65,010

第12頁至第27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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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以港元為單位）

1 編製基準

這些中期財務業績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

定而編製，包括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有關財務報告於二零零九

年九月二十五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除預期將於二零零九年全年財務報表內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中期財務業績

已按照二零零八年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該等會計政策

變動的詳情載於附註2。

管理層於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時，須按年初至今基準

作出對資產和負債、收入和開支之採用政策及呈報金額造成影響之判斷、估計

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分別。

這些中期財務業績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部份說明附註。附註闡述了自二零

零八年全年財務報表刊發以來，在瞭解本集團的財務狀況變動和表現方面誠屬

重要的事件和交易。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的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一切資料。

這些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在中期財務報告內作為早前呈報資料而呈列的有關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財政年度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但

乃從該等財務報表編製。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

表可從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閱。核數師已於彼等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

八日的報告內對該等財務報表表達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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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集團和本公司的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一項新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及新詮釋。其中，下列改變與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具有關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列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零八年）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修訂本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於附屬公司、共同

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改善有關財務報表的

披露內容

— 香港會計準則第23條（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借貸成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修訂本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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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修訂本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

無重大影響，此乃由於該等修訂本及詮釋與本集團已採納的政策貫徹一致。此

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本並無訂明特別適用於中期財務報告的任

何額外披露規定。上述其他變動對中期財務報告的影響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規定分部披露須按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考慮及管

理本集團的方式進行，而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就各個分部報告的數額

作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就營運事宜作出決策。這有別於過往年度將本集團

財務報表按相關產品和服務以及按地域劃分的分部將分部資料分開列入

的呈列方式。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讓分部資料的呈列方式與對本

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的內部報告更趨一致，但沒有導致確定及呈列

額外的分部報告（見附註3）。由於此乃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

號呈列分部資料的首段期間，故已在解釋編製資料基準的中期財務報告

中載入額外說明。相關數額亦已按與經修訂分部資料一致的基準提供。

—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後，期內與權益股東交易所

產生的權益變動詳情，乃在經修訂的綜合權益變動表中與所有其他收入

及開支分開呈列。所有其他收入及開支項目若被確認為期內溢利或虧損

時，在綜合損益表中呈列；否則在綜合全面收益表（一個新的主要報表）

中呈列。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採用呈列新格式的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綜合權

益變動表，而為求與新的呈列方式一致，當中相應的數字已予重列。此

項呈列方式的變動並無對所呈列的任何期間已呈報的溢利或虧損、總收

入及開支或淨資產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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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零八年）包含由香港會計師公會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提出的一系列眾多非迫切性的輕微修訂。當中，下列修訂對

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有如下改變：

—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的投資的修訂，權益法下就聯

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確認的減值虧損不再分配至其賬面值包含的

商譽。因此，如果用作釐定可收回數額的估計出現正面變動，將會

撥回減值虧損。以往，本集團將減值虧損先抵減商譽，並根據商譽

的會計政策，不會考慮該虧損的可轉回性。根據修訂的過渡規定，

此新政策將採納於目前或未來期間的任何減值虧損，先前期間未經

重列。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修訂本已刪除收購前溢利產生股息應確認作被投

資人的投資賬面值減少而非收入的規定。因此，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起，自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應收取的所有股息（不論來自收購前或收購後

溢利）將於本公司損益表確認，而被投資人的投資賬面值將不會減少，除

非賬面值因被投資人宣派股息而被評估為將予減值。於該等情況下，除

於損益表確認股息收入外，本公司將確認減值虧損。根據修訂本的過渡

規定，此新政策將採納於目前或未來期間的任何應收股息，先前期間未

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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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透過生產線及按地區成立的分部管理業務。於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8號營運分部及按與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的內部報告資料一致的方式，本集團已呈報下列兩個報告分部。本集團並無將

營運分部合併，以組成以下之報告分部。

— 毛絨玩具：該分部涉及設計、發展、製造及銷售毛絨玩具。該等產品乃

從外間採購或於本集團主要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越南的生產

設施製造。

— 金屬及塑膠玩具：該分部涉及設計、發展、製造及銷售金屬和塑膠玩具。

該等產品於中國製造及銷往主要位於美國和歐洲的客戶。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於中期財務報告中所披露的分部資料已根

據與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所用資料一致的方式編製，以評估分部

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就此而言，本集團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按下列

基準監察每個可呈報分部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但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於金融資產的投資、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公司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

個別分部的製造和銷售活動應佔的應付賬款、應計費用及應付票據以及

由分部直接管理的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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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收益及開支乃參考該等分部所產生的銷售額及該等分部所產生的開支，

或將該等分部應佔資產的折舊或攤銷而分配至可呈報分部。

用於可呈報分部溢利的表示方式為「經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

前盈利」，其中「利息」包括投資收入及「折舊及攤銷」包括非流動資產的減

值虧損。為計算「經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本集團

盈利進一步就未特定歸入個別分部的項目作調整，例如分佔聯營公司的

溢利減虧損、董事及核數師酬金及其他總部或公司行政費用。

除獲取有關經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的分部資料外，

管理層亦獲提供有關分部直接管理的收益（包括分部間銷售額）、來自現

金結存及借貸的利息收入及開支、不同分部於其業務中使用的非流動分

部資產的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以及添置的分部資料。分部間的銷售參

照外界人士就同類訂單所收取的價格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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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下文載有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期內為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

獲提供有關本集團可呈報分部的資料。

毛絨玩具 金屬及塑膠玩具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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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324,314 272,842 57,912 67,160 382,226 340,002

分部間的收益 — — — 24 — 24

可呈報分部收益 324,314 272,842 57,912 67,184 382,226 340,026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經調整扣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55,773 (18,280) 898 (10,821) 56,671 (29,101)

以下的減值

— 廠房及設備 — — — (5,837) — (5,837)

— 無形資產 — — — (163) — (163)

可呈報分部資產 366,935 454,496 108,579 116,378 475,514 570,874

期內添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5,738 24,818 289 1,318 6,027 26,136

可呈報分部負債 133,894 154,237 89,968 94,629 223,862 2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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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b) 可呈報分部收益、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的調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 382,226 340,026

撇銷分部間的收益 — (24)

綜合營業額 382,226 340,002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虧損）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56,671 (29,101)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100) (164)

利息收入 987 1,882

折舊及攤銷 (11,967) (15,160)

融資成本 (1,388) (3,812)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開支 (3,437) (5,044)

綜合除稅前溢利／（虧損） 40,766 (5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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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b) 可呈報分部收益、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的調節（續）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475,514 570,874

撇銷分部間的應收款項 (53,134) (43,556)

422,380 527,318

會所會籍 11,180 11,325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858 950

其他金融資產 5,551 73,954

遞延稅項資產 1,267 503

可收回本期稅項 355 255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 203,198 122,370

綜合資產總值 644,789 736,675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223,862 248,866

撇銷分部間的應付款項 (53,134) (43,556)

170,728 205,310

本期應付稅項 4,910 6,976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 51,018 145,692

綜合負債總額 226,656 357,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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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的季節期

本集團的毛絨玩具及金屬和塑膠玩具分部於下半年的銷售額平均較高，原因是

其產品於假日的需求較高。因此，上半年此等分部所呈報的收入及分部業績較

下半年的為低。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借貸的利息 1,388 3,812

(b)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

— 無形資產 362 343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60 184

折舊 11,445 14,633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費用 9,842 11,397

存貨（撥回撇銷）／撇銷淨額（附註10） (370) 6,498

利息收入 (987) (1,882)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虧損 (21,589)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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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888 570

本期稅項  — 香港以外 2,514 1,091

遞延稅項 (762) 3,557

2,640 5,218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應用估計年度實際稅

率16.5%（二零零八年：16.5%）計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的稅項，同樣使用預期

相關國家將予應用的估計年度實際稅率計算。

7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證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的公平值變動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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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38,932,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51,034,000港元）及加權平均普

通股股數 6 6 8 , 5 2 9 , 0 0 0股（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68,529,000股）計算。

(b) 攤薄

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已

發行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故於該兩個期間內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9 固定資產

(a) 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6,027,000港元（截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136,000港元）購入廠房及機器項目。

賬面淨值為41,496,000港元之廠房及機器項目已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內出售（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98,000港

元），產生出售收益21,58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出售虧損699,000港元）。

(b) 減值虧損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多部機器出現實質損耗。本集團

評估該等機器之可收回金額及因而撇減機器的賬面值5,837,000港元（列於

「固定資產之減值虧損」）。可收回金額的估計乃根據機器之公平值減去銷

售成本，公平值乃參照同業類似資產的近期可觀察市價而釐定。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並無識辨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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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於損益表確認4,543,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2,274,000港元）之開支，作為已確認存貨金額減少，即是將存貨的撇減

金額撥回至可變現淨值。此項撥回是由於客戶喜好改變，致使若干貨品的估計

已變現淨值有所增加而引致。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列賬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

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45,070 135,716

逾期少於一個月 12,115 5,373

逾期一至三個月 2,571 6,378

逾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1,139 1,468

逾期超過十二個月 — 25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賬撥備） 60,895 148,960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 51,201 43,763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5,201 6,115

應收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112 1,000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0 51

118,439 199,889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於發票日起計三十至六十日到期。然而，倘結餘已逾期超

過三個月，則須首先結清應收賬款的所有未償還結餘，才會獲授進一步的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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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 87,028 39,807

銀行及手頭現金 116,170 82,563

於資產負債表及現金流量表中的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3,198 122,370

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列賬的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個月內到期或應要求 41,825 59,984

於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31,201 31,484

於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690 —

於六個月後但一年內到期 — —

於一年後到期 — 110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總額 73,716 91,57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86,335 95,822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311 —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129 9,079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012 1,853

166,503 19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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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息

董事會並不宣派或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截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5 股權變動導致少數股東權益增加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一間附屬公司向本公司發行1,000,000股新股份，導

致本集團於該間附屬公司所佔股權由66.47%增加至70%，因而導致少數股東權

益應佔該間附屬公司的資產淨值增加1,929,000港元。

16 中期財務報告並無撥備的未履行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 4,401 4,960

17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一間美國公司以本公司出售、標價出售、

分銷及進口侵犯權利的物品而侵犯彼等專利的理由，在德克薩斯州對本公司提

出法律訴訟（「該訴訟」）。原告人尋求損害賠償裁決，而金額不低於合理的專利

權費、該訴訟所產生的律師費、費用及開支。

經與本公司的多名法律顧問考慮該訴訟後，管理層及董事會相信本公司對原告

人的申索提出反對及本集團的抗辯和上訴權利具有理據。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法院在無侵犯權力的簡易判決判決中發出非正審

命令，因此，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報表中並未就此訴訟下的申索記

錄任何撥備。本公司已就諸事項提出反申索。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香港

會計準則第37號」）第92段「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進一步披露香港會計

準則第37號規定的資料乃違反本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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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期內，本集團與其關聯人士訂立下列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i) 出售貨品及服務予：

同系附屬公司 13,870 —
一間聯營公司 — 50

13,870 50

(ii) 向下列購買貨物：

一間聯營公司 7,789 5,136

(iii) 已收／應收佣金：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 2,514 1,542

(iv) 已付／應付租金予：

最終控股公司 1,098 1,160

(v) 已付／應付處理費予：

一間聯營公司 1,944 5,631

(vi) 向下列分攤共用行政管理服務：

最終控股公司 2,471 —

(vii)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薪金及其他短期福利 2,786 4,388

附註：上列交易按照相關合約的條款進行。

19 比較數字

由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及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若干比較數字已予調整，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列

方式及對二零零九年首次披露的項目提供比較數字。該等修訂的進一步詳情於

附註2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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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無）。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擁有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持有股份之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52條須予備

存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按照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根據《上市

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接獲的申報，董事及最高行政人

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已發行股本中擁

有下列權益：

(i) 每股面值0.01美元普通股之好倉

持有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之百分比

（附註1）

本公司

崔奎 — — 455,000,000 455,000,000 68.06%

（附註2）

李泳模 1,740,000 — — 1,740,000 0.26%

C & H Co., Ltd.

崔奎 189,917 124,073 — 313,990 61.03%

（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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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續）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擁有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持有股份之淡倉（續）

(i) 每股面值0.01美元普通股之好倉（續）

附註：

1. 股份乃以作為實益擁有人之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名義登記。

2. 崔奎 以其個人名義持有C & H Co., Ltd.（擁有本公司382,850,000股股份）之已發行

股本約36.91%，並連同其妻子車月姬持有C & H Co., Ltd.之已發行股本約61.03%。

另外，崔奎 實益擁有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之100%權益，而該公司則擁有

本公司72,150,000股股份。

3. 崔奎 之妻子車月姬持有C & H Co., Ltd之已發行股本約24.12%。

(ii)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已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有關詳情

載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

除上文所述者外，回顧期內任何時間，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包括他們的配偶或未滿

十八歲之子女）均沒有擁有本公司權益或可行使認購本公司股份之權利而須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作出披露或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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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續）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董事獲授權

酌情邀請本集團之僱員（包括本集團任何公司之董事）接受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購股權之行使價為：(i)股份之票面值；(ii)股份於購股權授予當日在聯交所錄得的收市

價；及(iii)股份於緊接購股權授予當日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錄得的平均收市價三者

之最高者。購股權可於授出日期起計一至三年後逐步行使，行使期在董事會授出購

股權時通知各購股權持有人，惟該等期間不可超出購股權授出日期起計十年。

於行使所有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惟未行使購股權時可能發行之股份總數量最多不

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之30%。在一直遵守以上總限額之情況下，董事可在一

般及不再有進一步授權情況下，授出涉及於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所有購股權時可

能發行之股份數目，不超過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七日，即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

上市日期之已發行股本的10%。就計算上述股份數目而言，根據購股權計劃而失效之

購股權將不在計算之列。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之證券總數為46,471,000股股份

（包括涉及10,546,000股股份之已授出但尚未失效或行使之購股權），佔本公司於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本之6.95%。根據各名參與者於該計劃下可獲分配之最高

配額，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因購股權獲行使而已發行及將發行予各名參與者之證

券數目已被限制為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1%。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個別董事及其他僱員共同於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

劃以象徵式代價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中持有以下權益。購股權並未上市。

每份購股權賦予其持有人權利認購一股面值為0.01美元之本公司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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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續）

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可行使購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授予日期 股權期間 每股行使價 之結餘 期內失效 之結餘
（附註1） （附註2）

董事

李泳模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1.18港元 1,360,000 — 1,360,000
二月七日 二月七日至

二零一二年
二月七日

王傳泳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1.18港元 520,000 — 520,000
二月七日 二月七日至

二零一二年
二月七日

李廷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1.18港元 520,000 (520,000) —
（於二零零八年 二月七日 二月七日至
十一月七日辭任） 二零一二年

二月七日

僱員總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1.18港元 2,081,000 (520,000) 1,561,000
二月七日 二月七日至 （附註3）

二零一二年
二月七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1.43港元 455,000 — 455,000
四月十五日 四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三年
四月十五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1.87港元 7,150,000 (500,000) 6,650,000
一月二日 一月二日至 （附註3）

二零一四年
一月二日

12,086,000 (1,540,000) 10,5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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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續）

購股權計劃（續）

附註：

1. 規定分階段可行使之購股權之最高數額百分比如下：

佔已授出的購股權

的百分比

授出日期一週年或其後 30%

授出日期兩週年或其後 另外30%

授出日期三週年或其後 另外40%

2.  根據購股權計劃的條件，授予任何僱員而尚未行使之任何購股權將於僱員與本公司不再

有僱傭關係後三個月失效。

3. 此1,540,000股購股權乃有關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離開本集團之各員工。尚

未行  使之購股權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註銷。

上述授出之購股權之限期由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日期起為期十年。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其關聯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於本期間內任

何時間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任何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任何配偶或未

滿18歲之子女可持有本公司或其關聯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益或淡倉而

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作出披露，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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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須予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示，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獲知會以下主要股東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5%或以上之權

益及淡倉。該等權益乃屬上文所披露關於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權益以外之權益：

所持有的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東名稱 持有股份之身份 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C & H Co., Ltd.（附註） 實益擁有人 382,850,000 57.27%

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72,150,000 10.79%

（附註）

附註： C & H Co., Ltd.董事崔奎 連同其妻子車月姬女士持有C & H Co., Ltd.已發行股本約61.03%，

而崔奎 則實益擁有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已發行股本之100%。本公司認為崔奎

被視作擁有455,000,000股普通股的權益，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68.06%。王傳泳

為本公司其中一名董事，亦為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之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已登記

的主要股東持有5%或以上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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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續）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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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全面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色於上市規則附錄十

所載列的規定標準。根據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的特定查詢，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列的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討論內部監控及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的財務申報事宜。

承董事會命

董事

李泳模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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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崔奎 先生（主席及執行董事）

李泳模先生（執行常務董事及財務總監）

王傳泳先生

金鉉鎬先生

鄭相熙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辭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政憲教授

安柄勳教授

黃承基先生

審核委員會
黃承基先生（主席）

李政憲教授

安柄勳教授

薪酬委員會
李政憲教授（主席）

安柄勳教授

黃承基先生

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尖沙咀

廣東道33號

中港城第5座

8樓

公司秘書
岑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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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8樓

授權代表
李泳模先生

岑嗣宗先生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限公司

花旗銀行

新韓銀行

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財經公關顧問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夏愨道18號

海富中心1期29樓A室

網址
www.dream-i.com.hk

股票編號
香港聯交所1126

路透社版面1126.HK

彭博版面1126: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