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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全球經濟的復蘇步伐依然緩慢。歐美市場的訂單數量輕微

上升，反映出兩地的消費氣氛有所改善。儘管如此，有賴德林國際有限公司（「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最重要市場－日本的經濟環境相對穩定，

帶動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穩定增長。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增長至663,000,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54,0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上升
約19.7%。然而，勞工及原材料成本不斷上漲，繼續為整個玩具行業增添壓力，而
本集團的盈利能力也難免受到影響。然而，受惠於本集團建立了穩健的基礎及努

力控制成本，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毛利143,6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0,000,000港元）。毛利減少主要由
於二零一三年同期錄得13,400,000港元的一次性海關關稅撥回，以及期內塑膠手
板模型分部的物料使用量有所增加所致。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毛利率為21.7%（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9%）。本集團於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權益股東應佔溢利31,200,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0,200,000港元），純利率為4.7%（截至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1%）。

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

銀行存款達341,3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0,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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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產品分析

毛絨玩具分部

回顧期內，毛絨玩具業務的營業額增至572,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508,0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86.3%。

在該分部之下，原設備製造（「OEM」）仍為本集團的核心業務，佔毛絨玩具銷售額
約93.9%。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與全球著名卡通角色造型擁有者和特
許權使用者維持長遠的業務關繫，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來源。本集團承接過去

多年的理想表現，繼續參與二零一四年紐約玩具博覽會，以提高日韓知名卡通角

色產品的品牌知名度，而產品也獲得亞洲市場及美國零售商歡迎。繼紐約市一間

高檔玩具零售店順利推出其中一款毛絨角色玩具後，該店已籌劃於二零一四年下

半年展開特別宣傳活動。另一方面，本集團在去年獲得兩名新的美國客戶後，期內

再度成功爭取另外兩名新客戶，分別是電子遊戲發行商及幼兒用品分銷商，讓客

戶基礎更趨多元化。本集團已計劃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向該兩名客戶付運產品往

美國、歐洲及亞洲市場。並將努力向它們爭取更多業務合作機會，保持增長勢頭。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原設計製造（「ODM」）業務錄得營業額
34,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300,000港元），佔毛絨
玩具銷售額約6.1%。鑒於自設品牌「Dream, made to love, made to hug」的知名度
日漸提高，本集團調整發展定位以針對大眾市場，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就產品

組合而言，本集團策略性擴闊大型毛絨玩具的種類，以充分運用生產能力及提升

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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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乘玩具分部

回顧期內，騎乘玩具分部錄得銷售額24,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22,0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3.7%。為擴大利潤較高的三輪
車產品線在日本的銷售表現，本集團已決定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推出改良版；而

另一款受歡迎的全新車手角色造型騎乘玩具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推出巿場，該款

玩具的四輪車版剛完成試產，預計將於第三季在日本推出。此外，著名日本卡通角

色造型的新一系列三輪車產品已進入最後的設計調整階段，預計將於未來數月在

日本推出。

塑膠手板模型分部

塑膠手板模型業務自推出以來一直顯著增長，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營業額按年躍升近三倍至66,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24,0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10.0%。本集團除了繼續與現有領先客
戶緊密合作，並獲得更多訂單外，更爭取了一家獨特塑膠手板模型分銷商為新客

戶，製造其特許角色造型產品。本集團已於回顧期內接獲該名客戶的初步訂單，首

批產品將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付運。

市場分析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日本依然為本集團的最大市場，佔本集團

總營業額約48.5%。回顧期內，北美洲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32.8%，其次是歐洲，
佔總營業額約10.4%；而中國市場的貢獻增長至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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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分析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經營十一間廠房，其中五間位於中國，六間位

於越南，生產設備的平均使用率約為78%。為了支持塑膠手板模型分部的業務增
長，本集團正為該分部興建第二間廠房，預期將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投產。本集團

現正在越南興建另一間新廠房，並計劃將旗下騎乘玩具生產設施由中國搬遷至此

地，以提高生產效率。

展望

多項經濟數據顯示，全球經濟包括美國和歐洲正逐步呈現復蘇跡象，本集團亦留

意到訂單數量正溫和增長，預期這個趨勢將於短期內持續。儘管如此，玩具業仍然

面對潛在的地緣政治問題及各項成本持續上漲所帶來的種種挑戰，因此，本集團

就短期而言對業務前景保持審慎樂觀。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進一步整合旗下三項業務，以保持長期而可持續的收益增長。

塑膠手板模型分部作為主要的增長動力，在投產後的短時間內已開始迅速擴展。

為把握全球市場的龐大需求，本集團正為該分部興建第二間廠房，並預期於二零

一四年下半年竣工。隨著營運狀況日趨成熟，加上產能不斷擴大，本集團不僅能加

快塑膠手板模型分部增長的步伐，更能提升規模經濟效益及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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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集團憑藉於毛絨玩具行業的領先地位，繼續鞏固穩健的業務基礎並

且建立新的業務聯繫，積極將業務版圖擴大至不同地區，同時豐富產品組合。本集

團目前正為巴西奧運會等若干大型盛事洽談產品發展機會，藉此擴大收入來源。

就騎乘玩具分部而言，本集團繼續集中鎖定高檔市場以提高分部的盈利能力。當

越南生產基地完成擴建後，預期該分部的營運效率將有所提升。

本集團既已制訂清晰的發展藍圖，有信心可維持長期增長，並加強在業內的領導

地位。

僱員數目及酬金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韓國、美國、日本及越南聘用

11,215名（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811名）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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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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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流

動資產淨值574,9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14,200,000港元）。本
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為239,100,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0,6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銀
行貸款總額為26,1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1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按銀行貸款總額除以總權益

計算）為3.0%（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乃以本集團賬面淨值為22,300,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400,000港元）的樓宇、廠房及機器和土地使用權作為
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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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股息每股普通股3港仙（二零一三年：每股普通股3港仙）。中期股息20,306,000港
元（二零一三年：20,165,000港元）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派付予於記錄日
期（即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五日）營業時間結束時之已登記股東。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一天，當日不會辦

理任何股份過戶的登記。如欲符合資格享有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

票最遲須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送交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

記處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其他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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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或
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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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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i) 普通股之好倉

持有普通股股份數目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佔該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附註1）

本公司
崔奎玧 382,851,000 – 72,150,000

（附註2）

455,001,000 67.22%

李泳模 2,500,000 – – 2,500,000 0.37%

王傳泳 200,000 – – 200,000 0.03%

金鉉鎬 150,000 – – 150,000 0.02%

C & H Co., Ltd

崔奎玧 189,917 124,073 

（附註3）

– 313,990 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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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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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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奎玧先生實益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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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奎玧先生之妻子車月姬女士持有C & H Co., Ltd之已發行股本約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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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而
備存之登記冊的紀錄，又或根據標準守則向本公司及聯交所發出的通知，概無任

何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所界定者）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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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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額。購股權可於授出日期起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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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購股權時可能發行的股份總數量最

多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之30%。在遵守以上總限額之情況下，董事可
在一般及沒有進一步授權情況下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惟於行使根據購股

權計劃將予授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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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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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之證券總數為38,135,000股
股份，佔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本之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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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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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續）

購股權計劃（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董事及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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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一股普通股。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購股權

可予行使的期間
每股

行使價

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的結餘 於期內行使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的結餘

緊接
購股權行使
日期之前的
每股加權

平均收市價
（附註1）

        

董事：（附註2）

李泳模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0.466港元 200,000 (200,000) – 1.23港元

王傳泳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0.466港元 200,000 (200,000) – 1.30港元

金鉉鎬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0.466港元 150,000 (150,000) – 1.30港元

僱員合共：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0.466港元 4,150,000 (4,150,000) – 1.30港元

   

4,700,000 (4,7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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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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授出的購股權可於授出日期第二周年後全部行使。

2. 授予董事的購股權乃以董事的名義登記，並以董事為實益擁有人。

3. 本期間概無購股權被授出、失效或註銷。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

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均沒有參與作出任何安排以使董事可透過購入本公司及

其相聯法團的股份或債權證而獲得利益，並概無任何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

（包括其配偶及未滿18歲的子女）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所界定者）的證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獲授任何可認購該等證券的權利，或曾行

使任何有關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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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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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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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 身份

持有普通股
股份數目
（好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附註）

實益擁有人 72,150,000 10.66%

附註：  崔奎玧先生實益擁有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已發行股本之100%。王傳泳先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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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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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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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偏離守則條文A.2.1外，董事會認為本公
司已遵守載於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守則所列

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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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續）

企業管治（續）

在守則條文A.2.1下，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及不應由同一
人兼任。崔奎玧先生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四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及履行本公司主席

及行政總裁兩者的職務。董事會認為現階段由崔奎玧先生擔任該兩個職務是最為

合適及符合本公司之最佳利益，因可維持本公司政策的持續性及業務的穩定性。

董事會當中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董事會的組成帶來獨立元素，為了確保

權責得以平衡，彼等將扮演積極的角色。

遵照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

則，其條款不遜於所規定之標準。根據對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的特定查詢，本公司

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列的準則

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

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認為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已遵守相關會計準則、規則及條例，並已作適當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崔奎玧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15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報告2014

致德林國際有限公司董事會之審閱報告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7頁至第42頁之德林國際有限公司（「貴公司」）中期財務報
告，此中期財務報告包括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

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

現金流量表以及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上市公

司必須編製符合該等規則中相關規定和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中期財務報告。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及列報中期財務報告。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

的應聘條款，僅向全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書不可用作其他用途。

我們概不就本報告書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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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德林國際有限公司董事會之審閱報告（續）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公司的獨立核數
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中期財務報告審閱工作包括向負責財務和

會計事宜的主要人員詢問，並實施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

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所以不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

會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宜。因此，我們並不會發表任何審計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事項會使我們相信於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的中期財務報告中有任何重大方面沒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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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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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為單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3, 4 662,977 554,040

銷售成本 (519,386) (394,035)    

毛利 143,591 160,005

其他收入 13,394 5,367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4,158) 897

分銷成本 (21,225) (19,035)
行政費用 (87,894) (85,863)    

經營溢利 43,708 61,371

財務費用 5(a) (393) (435)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減虧損 (243) 649    

稅前溢利 5 43,072 61,585

所得稅 7 (15,173) (15,810)    

本期間溢利 27,899 45,775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1,199 50,245
非控股權益 (3,300) (4,470)    

本期間溢利 27,899 45,775
    

每股盈利 9

基本 4.6仙 7.5仙
    

攤薄 4.6仙 7.5仙
    

第24頁至第42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的股
息詳情載於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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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為單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本期間溢利 27,899 45,77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稅項及分類調整後）：

將不會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利益退休責任 (114) 105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換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 
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3,797 (9,651)

可供出售證券： 
於公允價值儲備的淨變動 8 (49) (8)    

3,748 (9,65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3,634 (9,55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31,533 36,221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4,808 40,643
非控股權益 (3,275) (4,422)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31,533 36,221
    

第24頁至第42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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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港元為單位）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1
－經營租賃下持作自用租賃土地的 
權益 41,455 31,314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230,503 184,778    

271,958 216,092

長期應收款項 7,273 6,368
商譽 2,753 2,753
其他無形資產 9,874 9,583
聯營公司權益 249 502
遞延稅項資產 7,786 7,697
其他金融資產 10 12,173 28,980    

312,066 271,975    

流動資產

存貨 12 227,882 175,85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3 242,860 263,718
可收回本期稅項 106 45
其他金融資產 10 19,440 11,035
定期存款 14 102,122 79,47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 239,137 320,617    

831,547 850,74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5 203,027 186,714
銀行貸款 25,341 22,274
應付本期稅項 28,319 27,541    

256,687 236,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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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淨值 574,860 614,21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86,926 886,191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777 777
界定利益退休責任淨額 1,294 439    

2,071 1,216        

資產淨值 884,855 884,975
    

股本及儲備

股本：面值 – 52,303
其他法定資本儲備 – 181,013    

股本及其他法定資本儲備 16(b) 236,474 233,316
其他儲備 654,109 654,11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 890,583 887,428

非控股權益 (5,728) (2,453)    

總權益 884,855 884,975
    

第24頁至第42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港元為單位）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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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為單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一般

儲備金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公允價值

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結餘 52,303 181,013 469 18,427 (3,062) 57,312 223 527,076 833,761 4,650 838,411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溢利 – – – – – – – 50,245 50,245 (4,470) 45,775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9,699) (8) 105 (9,602) 48 (9,554)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9,699) (8) 50,350 40,643 (4,422) 36,221             
股權結算股份付款交易 16(d) – – 223 – – – – – 223 – 223
上一年度已批准的股息 16(a)(ii) – – – – – – – (53,773) (53,773) – (53,773)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結餘 52,303 181,013 692 18,427 (3,062) 47,613 215 523,653 820,854 228 821,082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溢利 – – – – – – – 73,689 73,689 (2,682) 71,007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12,530 (166) 410 12,774 1 12,775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2,530 (166) 74,099 86,463 (2,681) 83,782             
股權結算股份付款交易 16(d) – – 276 – – – – – 276 – 276
就本年度宣派的股息 16(a)(i) – – – – – – – (20,165) (20,165) – (20,165)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52,303 181,013 968 18,427 (3,062) 60,143 49 577,587 887,428 (2,453) 88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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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一般

儲備金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公允價值

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結餘 52,303 181,013 968 18,427 (3,062) 60,143 49 577,587 887,428 (2,453) 884,975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溢利 – – – – – – – 31,199 31,199 (3,300) 27,899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3,772 (49) (114) 3,609 25 3,634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3,772 (49) 31,085 34,808 (3,275) 31,533             
前香港公司條例下 
因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股份 16(d) 15 119 (41) – – – – – 93 – 93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過渡至

無面值制度 16(b) 181,132 (181,132) – – – – – – – – –
新香港公司條例下 
因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股份 16(d) 3,024 – (927) – – – – – 2,097 – 2,097

自保留溢利轉撥 – – – 370 – – – (370) – – –
上一年度已批准的股息 16(a)(ii) – – – – – – – (33,843) (33,843) – (33,843)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236,474 – – 18,797 (3,062) 63,915 – 574,459 890,583 (5,728) 884,855             

第24頁至第42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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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為單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經營活動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 38,179 47,453
已付稅項 (14,337) (18,289)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3,842 29,164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款項 (72,594) (17,610)
購買其他金融資產的款項 – (22,468)
超過三個月到期的定期存款 
（增加）╱減少 (22,646) 18,783
其他金融資產到期後已收的所得款項 10,078 11,163
其他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6,046 3,69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9,116) (6,437)    

融資活動
已付股息 (33,843) (53,773)
其他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4,347 (256)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9,496) (54,0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84,770) (31,302)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 320,617 281,550

匯率變動的影響 3,290 (8,576)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 239,137 241,672
    

第24頁至第42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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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另有註明者外，以港元為單位）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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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財務報告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獲授權刊發。

除預期將於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

二零一三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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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採用政策及所呈報的資產和負債、收入和開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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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部份說明附註。附註闡述了自二零一三年年

度財務報表刊發以來，德林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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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一切資

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經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

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公司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

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董事會編製之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15至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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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續）

在中期財務報告內作為早前呈報資料而呈列的有關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但乃摘錄自

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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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報告內對該等財

務報表表達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修訂本及一項新的詮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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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號（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及香

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投資實體」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披露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

本集團並未採納任何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27號（修訂本）「投資實體」

該等修訂本放寬符合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所界定的投資實體的母公司的

綜合入賬要求。投資實體須按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而計量彼等的附屬公司。由於本公

司並不符合投資實體的定義，故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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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釐清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抵銷準則。由於該等修訂

本與本集團已採納的政策一致，故此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並無任何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披露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修改已減值非金融資產的披露規定。其中，修訂本擴大

對可收回金額按公允價值減去出售成本計算的已減值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所要求的

披露內容。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並無任何影響。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透過按生產線及地區成立的分部管理業務。按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

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報告資料一致的方式，本集團已識別出三個可呈報分部。本

集團並無將營運分部合併，以組成以下之可呈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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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a) 有關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下文載有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資

源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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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乘玩具 塑膠手板模型 總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對外客戶的收入 572,201 508,027 24,544 21,983 66,232 24,030 662,977 554,040

分部間收入 14,513 6,141 – – 431 – 14,944 6,141         

可呈報分部收入 586,714 514,168 24,544 21,983 66,663 24,030 677,921 56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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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89 102,333 (8,823) (13,869) (12,709) (4,610) 64,057 83,854

於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708,764 594,761 67,142 72,656 179,116 128,158 955,022 795,575

可呈報分部負債 192,160 140,029 82,610 74,499 131,848 103,415 406,618 317,943

用於呈報分部溢利的計量方式為「經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其中「利息」包括投資收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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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盈利進一步就未特定歸

入個別分部的項目作調整，例如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減虧損、董事及核數師酬

金及其他總部或公司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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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b) 可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的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可呈報分部溢利 64,057 83,854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減虧損 (243) 649

會所會籍減值虧損 (5) –

利息收益 5,835 3,321

折舊及攤銷 (14,762) (11,792)

財務費用 (393) (435)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開支 (11,417) (14,012)   

綜合稅前溢利 43,072 61,585
   

4 業務的季節期

相對於上半年而言，本集團的毛絨玩具及騎乘玩具分部於下半年的銷售額一般較高，

原因是其產品於假日的需求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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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毛絨玩具及騎乘玩具分部分別錄得可呈報分

部收益1,314,245,000元及50,721,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分

別為1,244,926,000元及45,552,000元），以及分別錄得可呈報分部溢利198,728,000元

及虧損14,503,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分別為245,154,000元

及虧損25,48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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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前溢利

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費用

須於五年內還清的銀行借貸的利息開支 393 435
   

(b) 其他項目

土地租貸款項攤銷 380 279

折舊 14,382 11,513

經營租賃費用：物業租金的 

最低租賃款項 14,208 12,890

存貨撇減及虧損 4,203 5,909

存貨撇減撥回 (5,402) (5,045)

海關關稅撥備撥回（附註） – (13,426)

銀行利息收入 (5,213) (3,180)

其他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622) (141)

其他金融資產之已變現及 

未變現虧損╱（收益）淨額 40 (2,806)
   

附註： 本公司於中國人民共和國（「中國」）深圳經營一間加工廠房。於二零一二年五
月，本公司設立一間附屬公司，以將其加工廠房轉變為一間外商獨資企業。於

接獲相關政府部門發出的註銷文件後，於以往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內錄得的

海關關稅撥備13,426,000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撥回及

計入綜合損益表的「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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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索償和解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一名客戶（「該客戶」）入禀香港高等法院（「法院」）向本公司及本

公司兩間附屬公司（包括一間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提出申索，要

求就該中國附屬公司所生產並主要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售予該

客戶的產品作出賠償（「該索償」）。

該等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提出抗辯及反索償，拒絕就該索償承擔責任，

並向該客戶反索償78,000美元（相當於約605,000元），即為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

年向該客戶發出的各項未付款發票及付款通知單的款項另加利息和費用之總和。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本公司已申請剔除針對本公司（而非針對附屬公司）之該

索償，理據為該索償並無披露針對本公司的合理訴訟因由。該客戶已同意終止對本公

司提出該索償並支付本公司於訴訟過程中產生的費用。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該客

戶及本公司共同向法院申請，以允許該客戶終止對本公司提出該索償。於二零一三年

四月十五日，法院就訴訟雙方之申請頒佈判令。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底，該客戶及該等附屬公司達成商業和解，乃以於二零一三年七月

二十九日提交法院存檔的湯林命令之形式記錄。於履行湯林命令後，該索償已完全及

最終和解。索償和解款項為250,000美元（相當於約1,939,000元），乃於截至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損益表中計入「行政費用」內。

根據湯林命令，尚未償付的索償和解之付款方式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於一年內（附註15） 388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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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7,705 1,829

本期稅項－香港以外地區 7,349 12,490

遞延稅項 119 1,491   

15,173 15,810
   

二零一四年之香港利得稅撥備乃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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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證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本期間確認之公允價值變動 – (8)

就轉撥至損益金額的重新分類調整：

－出售 (49) –   

本期間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公允價值儲備 

的淨變動 (4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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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

有人應佔溢利31,199,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0,245,000
元）及中期期間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675,067,000股（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72,165,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照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

有人應佔溢利31,199,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0,245,000
元）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76,865,000股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74,237,000股）計算。

10 其他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非流動

股票掛鈎證券（附註(i)及(vii)） – 10,927
結構性債務證券（附註(ii)及(vii)） 6,213 5,770
可供出售債務證券－非上市（附註(iii)） – 6,633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非上市（附註(iv)） 5,960 5,650   

12,173 28,980   

流動

股票掛鈎證券（附註(v)及(vii)） 11,681 3,473
結構性債務證券（附註(vi)及(vii)） 7,759 7,562   

19,440 11,035      

31,613 4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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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金融資產（續）

附註：

(i)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票掛鈎證券指存放於韓國一間投資銀行包含

保本及浮動利率的股票掛鈎債券，其浮動利率與韓國綜合股價指數200掛鈎，於

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到期。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該證券列為「流動資產」

（見附註(v)）。

(ii) 結構性債務證券指存放於韓國一間投資銀行的債務投資，其固定年利率為

6.25%，可由債務發行人於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五日或之後贖回。

(iii)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可供出售債務證券－非上市指於韓國一間投資

銀行所發行債券的投資，於二零三九年三月三十日到期。有關證券已於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被出售。於綜合收益表內並無確認任何出售收益

或虧損。

(iv)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非上市指於韓國一間私營公司的投資，該投資按成本減去

減值虧損列賬。

(v)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股票掛鈎證券指附註(i)所述的證券。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票掛鈎證券指存放於韓國一間投資銀行包含

保本及浮動利率的結構基金，其浮動利率與韓國綜合股價指數200掛鈎，於二零

一四年二月十日到期。

(vi) 結構性債務證券指存放於韓國一間投資銀行的一項債務投資，其固定年利率為

7.00%，可由債務發行人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日或之後贖回。

(vii) 結構性債務證券及股票掛鈎證券屬混合式工具，包括非衍生主體合約及嵌入式

衍生工具。於最初，該等金融工具被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其公允價值的

變動於損益表內確認。

(viii) 除可供出售股本證券（見附註(iv)）外，上述其他金融資產均無逾期或減值。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確認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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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固定資產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72,594,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7,610,000元）購入固定資產項目。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為242,000元之固定資產項目（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04,000元），產生出售虧損31,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收益50,000元）。

12 存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402,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5,045,000元）已確認為存貨撇減撥回。於出售該等存貨後，於過往年度作出的存

貨撇減已獲撥回。

1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計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根據

發票日期或確認收入日期（倘較早）及經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於一個月內 83,023 134,697

一至二個月 43,950 22,880

二至三個月 16,178 12,192

三至四個月 2,023 7,884

超過四個月 13,506 3,669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賬撥備） 158,680 181,322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項 77,201 68,242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6,979 14,154   

242,860 263,71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由發票日起計三十至六十日內到期。應收賬款結餘已逾期超過3

個月之債務人，須首先結清所有未償還結餘，才會獲授進一步的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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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定期存款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存款時到期日少於三個月的銀行存款 51,975 89,654

銀行結存及現金 187,162 230,963   

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的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9,137 320,617

存款時到期日多於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102,122 79,476   

341,259 400,093
   

15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賬款，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償還 75,322 79,079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33,628 5,053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9 271

六個月後但一年內到期 839 847   

應付賬款 109,798 85,25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92,514 97,272

索償和解（附註6） 388 1,163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68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27 2,961   

203,027 18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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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i) 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中期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於本中期期間後宣派及派付之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港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3港仙） 20,306 20,165
   

中期股息並未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ii)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中期期間批准及派發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應

付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於本中期期間批准及派付之 

上一財政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5港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8港仙） 33,843 5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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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儲備及股息（續）

(b) 股本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美元的普通股獲

授權發行。根據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施行之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法

定股本」及「面值」之概念不再存在。為過渡至無面值制度的一部份，股份溢價

賬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的貸項所記之款額，已根據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

章）附表11第37條所載之過渡性條文成為本公司股本的一部份。上述變動對已

發行股份數目或任何股東之相對權益並無影響。

本公司普通股之變動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千元 股份數目 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一月一日 672,165 52,303 672,165 52,303

前香港公司條例下 

因購股權獲行使 

而發行股份（附註16(d)） 200 15 – –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 

過渡至無面值制度 – 181,132 – –

新香港公司條例下 

因購股權獲行使 

而發行股份（附註16(d)） 4,500 3,024 – –     

於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676,865 236,474 672,165 5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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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儲備及股息（續）

(c) 股份溢價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以前，股份溢價賬的運用受到前香港公司條例（第32章）

第48B段所規管。按照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附表11第37條所載之過渡性

條文，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股份溢價賬之貸項結餘已成為本公司股本的一部

分（見附註16(b)）。自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起，股本的運用受到新香港公司條例

（第622章）所規管。

(d) 股權結算股份付款交易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已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向本公司董事及僱

員授出4,900,000份購股權。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認購本公司一股面值0.01美

元之普通股。200,000份購股權已於歸屬之前失效。4,700,000份購股權已於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歸屬，並且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或之前可予

行使。行使價為0.466元，為本公司普通股緊接授出日期前之加權平均收市價。

該等購股權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獲行使（見附註16(b)）

（二零一三年：無）。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授出購股權（二零

一三年：無）。

17 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計量

(a) 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i) 公允價值階層

下表呈列本集團金融工具於各結算日按經常性基準計量的公允價值，並

分類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所界定的三級公允價

值階層。將公允價值計量分類的等級乃經參考以下估值方法所用輸入數

據的可觀察性及重要性後釐定：

－ 第1級估值：僅使用第1級輸入數據（即於計量日期相同資產或負債

於活躍市場的未經調整報價）計量的公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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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計量（續）

(a) 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續）

(i) 公允價值階層（續）

－ 第2級估值：使用第2級輸入數據（即未能達到第1級的可觀察輸入

數據）且並非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允價值。不可觀

察輸入數據為市場數據欠奉下的輸入數據

－ 第3級估值：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允價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的

公允價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
公允價值計量分類為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經常性公允價值計量

金融資產：

股票掛鈎證券 11,681 – 11,681 –
結構性債務證券 13,972 – 13,972 –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

公允價值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公允價值計量分類為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經常性公允價值計量

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債務證券：

－非上市 6,633 – 6,633 –
股票掛鈎證券 14,400 – 14,400 –
結構性債務證券 13,332 – 13,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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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計量（續）

(a) 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續）

(i) 公允價值階層（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第1級與第2級之間的轉撥，

亦無轉撥至或轉撥出第3級的情況。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賬面值為6,633,000元的可供出

售債務證券－非上市由第1級轉撥至第2級，原因是不再定期具有該債務

證券的市場報價。

據本集團的政策，公允價值層次階層於級別間的轉移於其發生的結算日

確認該等轉移。

(ii) 於第二階層公允價值計量採用之估值方法及輸入數據

第二階層內可供出售債務證券、股票掛鈎證券及結構性債務證券的公允

價值乃採用金融機構的報價釐定。

(b) 未按公允價值列賬的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公允價值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成本列賬的

金融工具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並無重大差別。

18 中期財務報告並無撥備的未履行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元 千元

已訂約 87,984 49,090

已授權但未訂約 34,535 25,022   

122,519 74,112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未履行資本承擔指於越南

及中國的樓宇、廠房及機器以及土地使用權的額外投資。



41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報告2014

19 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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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a)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薪金及其他短期福利 10,838 12,336

股權結算股份付款 – 56    

10,838 12,392
    

(b) 出售貨品予

關連公司 (i) 3,545 372
    

(c) 購買貨品自

一間聯營公司 – 907

一間關連公司 (i) 5 –
    

(d) 購買原材料自

一間聯營公司 3,915 2,461

一間關連公司 (i) 149 –
    

(e) 已付╱應付租金予

一間關連公司 (i) 1,567 1,575
    

(f) 已付╱應付加工費用予

一間聯營公司 (ii) 1,709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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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重大關聯人士交易（續）

附註：

(i) 這些是與C & H Co., Ltd及其附屬公司（「C & H集團」）的交易。本公司一名董事

為C & H集團及本集團之控股股東。

(ii) 已付╱應付加工費用予一間聯營公司乃與所提供的分包服務有關。

20 報告期後非調整事件

於結算日後，本公司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與一名第三方訂立一

份資產轉讓協議，以總代價人民幣58,000,000元（相當於約72,500,000元）出售位於中

國江蘇省太倉市的土地及樓宇。

本集團現正評估有關出售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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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崔奎玧先生（主席及行政總裁）

李泳模先生（副總裁及財務總監）

王傳泳先生

金鉉鎬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政憲教授

安柄勳教授

康泰雄先生

審核委員會
李政憲教授（主席）

安柄勳教授

康泰雄先生

薪酬委員會
安柄勳教授（主席）

李政憲教授

康泰雄先生

李泳模先生

提名委員會
康泰雄先生（主席）

李政憲教授

安柄勳教授

李泳模先生

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

尖沙咀

漆咸道南79號
中國五礦大廈

501室及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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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
伍芷慧小姐，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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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芷慧小姐

主要往來銀行
花旗銀行

新韓銀行

中國銀行

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財經公關顧問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金鐘夏愨道18號
海富中心1期29樓A室

網址
www.dream-i.com.hk

股票編號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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