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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全球經濟逐步復蘇。歐洲及北美市場消費者氣氛有所回暖，

而日本的經濟環境則相對穩定，帶動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穩定增長。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塑膠手板模型分部快速發展，銷量錄得

穩健增長，帶動本集團的收入按年上升14.0%至755,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63,000,000港元）。期內，本集團受惠於越南廠房經營效率
有所提升，毛利大幅增加19.3%至171,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143,600,000港元）。毛利率上升至22.7%（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21.7%）。儘管成本持續上漲為整個玩具行業增添壓力，但憑藉穩健的基
礎及近年所推行的成本控制措施漸見成效，本集團的權益股東應佔溢利飆升44.1%
至45,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1,200,000港元），純利
率為6.0%（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7%）。

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

銀行存款達314,8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4,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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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產品分析

毛絨玩具分部

回顧期內，毛絨玩具分部錄得收入540,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572,2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71.5%。毛絨玩具分部的原設備製
造（「OEM」）業務仍是本集團總收入的主要來源，佔毛絨玩具總銷售額的95.7%。
由於本集團與包括全球著名卡通角色造型擁有者和特許權使用者在內的知名客戶

維持長期合作關係，因此二零一五年上半年該分部的表現持續穩健。此外，受惠於

一間專賣店計劃於二零一六年在中國上海開業，本集團自去年起開始接獲相關產

品的訂單，並於回顧期內接獲更多訂單。本集團預期日後可從這些客戶獲得更多

業務合作的機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原設計製造（「ODM」）業務錄得收入
23,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700,000港元），佔毛絨
玩具總銷售額的4.3%。本集團在成功建立自有品牌「Dream, made to love, made to 
hug」後，調整發展定位以針對大眾市場，進一步提升品牌的公眾知名度。就產品
組合而言，本集團持續策略性擴闊大型毛絨玩具的種類，提升盈利能力，同時朝著

需要大量優質毛絨玩具的宣傳活動拓展商機。

塑膠手板模型分部

塑膠手板模型分部持續快速發展，於回顧期內收入躍升222%至213,600,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6,2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
28.3%。憑藉與現有領先客戶的長期業務關係，本集團抓住交叉銷售的機會，接獲
不少重複訂單及新訂單，促進了塑膠手板模型的銷售，產品尤其深受美國和歐洲

市場的歡迎。本集團去年爭取了一家獨特的塑膠手板模型特許權使用者成為新客

戶，而該客戶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大幅增加訂單量，帶動此分部進一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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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乘玩具分部

於回顧期內，騎乘玩具分部錄得銷售額1,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24,500,000港元）。本集團已將騎乘玩具的生產設施從中國遷至越南，
以提高生產效率。本集團專注為越南新廠房順利營運做好準備工作，廠房已在今

年五月投產，將主力應付大量訂單的客戶，而本集團也計劃持續優化此分部的產

能使用率。

地理市場分析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北美洲成為本集團的最大市場，佔總收入

的45.8%，其次是日本，佔總收入的40.7%，其餘歐洲佔8.8%、香港佔2.1%及中國
佔0.6%。

營運分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經營13間廠房，其中四間位於中國，九間位於
越南，生產設備的平均使用率為83%。鑒於塑膠手板模型分部快速增長，加上產能
利用率相對高企，本集團正為該分部於河內興建第三間廠房，預期將於二零一五

年第四季度竣工，並於二零一六年投產。

展望

多項經濟指標顯示全球經濟正逐步復甦，而本集團的兩個主要市場－日本和美國，

隨著個人消費的改善，經濟正逐漸好轉，為本集團的業務發展提供更好的機遇。實

際上，本集團的整體訂單量正有所提升。儘管如此，有鑒於各製造業參與者仍須面

對包括潛在地緣政治問題及各項成本上升等挑戰，本集團對前景保持審慎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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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中國與某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下，已逐漸失去作為生產基地的成本優勢，本

集團於十年前已著手於越南開設另一個生產基地。目前，本集團於越南經營九間

廠房，為業務擴張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持。於二零一五年下半年，除了發展核心的毛

絨玩具業務及作為主要增長動力的塑膠手板模型業務外，本集團亦會集中資源於

優化及改善生產流程，以提高經營效率及盈利能力。本集團正考慮於適當時候進

一步提高於越南的產能，以滿足市場對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本集團積極迎接所有新機遇，而憑藉完善的業務基礎，本集團將不斷於不同地區

致力發掘新商機及開發產品種類，以加強在行業的領先地位及進一步擴大市場份

額。

僱員數目及酬金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韓國、美國、日本及越南聘用

13,462名（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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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流

動資產淨值523,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1,000,000港元）。本
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為250,800,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1,6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銀
行貸款總額為19,2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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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乃以本集團賬面淨值為23,700,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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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港仙（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普
通股3港仙）。中期股息20,30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306,000港元）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六日派付予於記錄日期（即二零一五年九
月七日）營業時間結束時之已登記股東。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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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遲須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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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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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股份乃以作為實益擁有人之董事及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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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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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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曾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於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購股權計劃下概無已授予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之

購股權尚未行使，有關詳情載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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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任何配偶或未滿十八歲的子女在本公司或其

附屬公司或其他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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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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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於授出日期之票面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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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於授出日期起計的一至三年後逐步可予

行使，行使期在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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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屆滿，及根據購股權計劃不得再進一步

授出購股權。然而，購股權計劃的其他條文在使其屆滿前授出的購股權得以行使

方面，將繼續全面有效。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購股權計劃下概無購股權尚未行使。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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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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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奎玧 實益擁有人 382,851,000 56.56%
公司權益

（附註1）
72,150,000 10.66%

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附註2）

實益擁有人 72,150,000 10.66%

附註：  (1) 崔奎玧先生實益擁有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已發行股本之100%，而該公司

則擁有本公司72,150,000股股份。

(2) 董事之一王傳泳先生亦為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的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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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5

 

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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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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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管治守則」）所列之守則條文。

在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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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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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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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對全體董事作出的特定查詢，全體董事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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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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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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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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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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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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頁至第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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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

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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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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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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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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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 4 755,553 662,977

銷售成本 (584,316) (519,386)    

毛利 171,237 143,591

其他收入 4,504 13,39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1,269 (4,158)

分銷成本 (23,517) (21,225)
行政費用 (89,348) (87,894)    

經營溢利 64,145 43,708

財務費用 5(a) (190) (393)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減虧損 – (243)    

稅前溢利 5 63,955 43,072

所得稅 6 (19,708) (15,173)    

本期間溢利 44,247 27,899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4,965 31,199
非控股權益 (718) (3,300)    

本期間溢利 44,247 27,899
    

每股盈利 8

基本 6.6仙 4.6仙
    

攤薄 6.6仙 4.6仙
    

第23頁至第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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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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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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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本期間溢利 44,247 27,89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及重
新分類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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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額 (9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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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 3,797
可供出售證券：於公允價值儲備的

淨變動 7 – (49)    

(2,510) 3,74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2,602) 3,63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1,645 31,533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2,366 34,808
非控股權益 (721) (3,27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1,645 31,533
    

第23頁至第38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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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港元為單位）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經營租賃下持作自用租賃土地的權益 10 47,638 48,310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316,464 276,189
長期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3,387 12,464
其他無形資產 9,324 9,400
商譽 2,753 2,753
遞延稅項資產 9,566 12,425
其他金融資產 9 33,896 25,691    

433,028 387,232    

流動資產

存貨 11 253,252 236,36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2 234,940 328,591
可收回本期稅項 100 103
其他金融資產 9 – 10,930
定期存款 13 63,994 23,03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 250,817 241,567    

803,103 840,59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4 240,273 229,325
銀行貸款 19,227 35,001
應付本期稅項 20,615 15,253    

280,115 27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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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淨值 522,988 561,01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56,016 948,249    

非流動負債

界定利益退休責任淨額 856 891    

資產淨值 955,160 947,35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b) 236,474 236,474
儲備 721,076 712,55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 957,550 949,027

非控股權益 (2,390) (1,669)    

總權益 955,160 947,358
    

第23頁至第38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港元為單位）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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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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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c) 15 119 (41) – – – – – 93 – 93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過渡至

無面值制度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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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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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a)(ii) – – – – – – – (33,843) (33,843) – (33,843)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結餘 236,474 – – 18,797 (3,062) 63,915 – 574,459 890,583 (5,728) 884,855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溢利 – – – – – – – 91,588 91,588 1,897 93,485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8,898) – (396) (9,294) 141 (9,153)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8,898) – 91,192 82,294 2,038 84,332             

於出售聯營公司權益時

撥回之儲備 – – – – – (360) – – (360) – (360)
向非控股權益分派 – – – – (1,929) – – – (1,929) 1,929 –
非控股權益變動 – – – – (1,255) – – – (1,255) 92 (1,163)
就本年度宣派的股息 15(a)(i) – – – – – – – (20,306) (20,306) – (20,306)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236,474 – – 18,797 (6,246) 54,657 – 645,345 949,027 (1,669) 94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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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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結餘 236,474 – – 18,797 (6,246) 54,657 – 645,345 949,027 (1,669) 947,358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溢利 – – – – – – – 44,965 44,965 (718) 44,247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2,507) – (92) (2,599) (3) (2,602)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507) – 44,873 42,366 (721) 41,645             

上一年度已批准的股息 15(a)(ii) – – – – – – – (33,843) (33,843) – (33,843)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236,474 – – 18,797 (6,246) 52,150 – 656,375 957,550 (2,390) 955,160
             

第23頁至第38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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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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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經營活動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 165,486 38,179
已付稅項 (11,494) (14,337)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53,992 23,842    

投資活動
購買租賃土地及其他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款項 (58,781) (72,594)
購買其他金融資產的款項 (8,614) –
超過三個月到期的定期存款增加 (40,957) (22,646)
其他金融資產到期及╱或出售後已收

的所得款項 11,014 10,078
其他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3,025 6,04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94,313) (79,116)    

融資活動
已付股息 (33,843) (33,843)
其他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16,019) 4,347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9,862) (29,4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9,817 (84,770)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 241,567 320,617

匯率變動的影響 (567) 3,290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 250,817 239,137
    

第23頁至第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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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財務報告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獲授權刊發。

除預期將於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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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任何會計政策之變動已詳載

於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須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

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或會影響會計政策應用及由年初至今資產與負債、收入及支

出之呈報金額。實際結果或會與該等估計有所出入。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解釋附註摘錄。該等附註包括對了解德林國

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自刊發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以

來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而言屬重大的事項及交易的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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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董事會之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14頁至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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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續）

在中期財務報告內作為早前比較資料而呈列的有關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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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

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章）第436條披露如下：

本公司已按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其附表6第3部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報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

師於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提請注意任何引述之強調事項；亦無載有根據公司條

例第406(2)條、第407(2)或(3)條（或根據前公司條例（第32章）第141條內所載相同規

定）作出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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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該等發展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以往會計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列方

式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採納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透過按業務線及地區劃分的分部管理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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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資料一致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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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資

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獲提供有關本集團可呈報分部的資料。

毛絨玩具 塑膠手板模型 騎乘玩具 總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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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545 572,201 213,556 66,232 1,452 24,544 755,553 662,977

分部間收入 23,848 14,513 1,958 431 – – 25,806 14,944         

可呈報分部收入 564,393 586,714 215,514 66,663 1,452 24,544 781,359 67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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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95 85,589 32,004 (12,709) (2,655) (8,823) 91,144 64,057

於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833,716 889,603 264,048 252,073 34,226 32,417 1,131,990 1,174,093

可呈報分部負債 231,833 211,977 230,735 225,562 42,117 62,095 504,685 49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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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可呈報分部溢利 91,144 64,057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減虧損 – (243)

會所會籍減值虧損 – (5)

利息收益 2,618 5,835

折舊及攤銷 (17,589) (14,762)

財務費用 (190) (393)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開支 (12,028) (11,417)   

綜合稅前溢利 63,955 43,072
   

4 業務的季節期

相對於上半年而言，本集團的毛絨玩具、塑膠手板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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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分部所呈報的收入及分

部業績較下半年的為低。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毛絨玩具、塑膠手板模型及騎乘玩具分部分別

錄得可呈報分部收入1,396,714,000元、362,658,000元及25,187,000元（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分別為1,314,245,000元、127,453,000元及50,721,000元），

以及分別錄得可呈報分部溢利202,801,000元、32,158,000元及12,191,000元（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分別為198,728,000元、732,000元及虧損14,5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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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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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393
   

(b) 其他項目

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474 380
折舊 17,115 14,382
經營租賃費用：物業租金的

最低租賃款項 14,634 14,208
存貨撇減及虧損 895 4,203
存貨撇減撥回 (743) (5,402)
銀行利息收入 (2,047) (5,213)
其他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571) (622)
其他金融資產之已變現及

未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159) 40
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119) 31
   

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7,467 7,705
本期稅項－香港以外地區 9,429 7,349
遞延稅項 2,812 119   

19,708 1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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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續）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以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估計年

度實際稅率16.5%（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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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就轉撥至損益金額的重新分類調整：

－出售 – (49)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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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65,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1,199,000

元）及本中期期間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676,865,000股（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75,067,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照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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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65,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1,199,000

元）及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76,865,000股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76,865,00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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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非流動

股票掛鈎證券（附註(i)及(vi)） 6,930 6,951

結構性債務證券（附註(ii)及(vi)） 13,055 13,244

可供出售債務證券－非上市（附註(iii)） 8,493 –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非上市（附註(iv)） 5,418 5,496   

33,896 25,691   

流動

股票掛鈎證券（附註(v)及(vi)） – 10,930   

33,896 36,621
   

附註：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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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六日到期。

(ii) 結構性債務證券指：(a)存放於韓國一間投資銀行的債務投資5,392,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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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b)存放於韓國一間投資銀行的債務投資7,663,000元，其固定年利率為4.63%，

可由債務發行人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日或之後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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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金融資產（續）

附註：（續）

(iii) 可供出售債務證券－非上市指：(a)債券投資1,537,000元，其固定年利率為

3.95%，於二零四三年一月三十日到期；及(b)債券投資6,956,000元，其固定年利

率為5.88%，於二零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期。管理層並無意持有該等投資至到

期。

(iv)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非上市指於一間韓國私營公司的投資，該投資按成本減去

減值虧損列賬。

(v)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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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證券已

被出售。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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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動於綜合損益表內確認。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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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進一步確認減值虧損。

10 租賃土地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58,781,000元購入其他物業、廠

房以及設備項目（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2,594,000元購入租賃土地

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出

售賬面淨值為288,000元之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242,000元），產生出售收益淨額119,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虧損淨額3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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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存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43,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5,402,000元）已確認為存貨撇減撥回。於出售該等存貨後，存貨撇減已獲撥回。

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計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根據

發票日期及經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於一個月內 91,251 135,446

一至兩個月 47,640 54,523

兩至三個月 12,897 27,890

三至四個月 253 9,440

超過四個月 770 4,24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賬撥備） 152,811 231,540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項 75,856 90,12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6,273 6,931   

234,940 328,59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由發票日起計三十至六十日內到期。結餘已逾期超過三個月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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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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定期存款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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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83 56,498

銀行結存及手頭現金 218,834 185,069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的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0,817 241,567

存款時到期日多於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63,994 23,037   

314,811 264,604
   

1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賬款（計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根據到期日的賬

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償還 78,532 80,702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27,672 12,999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12 10,202

六個月後但一年內到期 957 5   

應付賬款 107,173 103,90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33,100 125,415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 2   

240,273 22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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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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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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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每股普通股3仙） 20,306 20,306
   

中期股息並未於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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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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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普通股5仙） 33,843 3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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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儲備及股息（續）

(b) 股本

本公司普通股之變動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元 千股 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一月一日 676,865 236,474 672,165 52,303

前香港公司條例下因購股權

獲行使而發行股份

（附註15(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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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 – – 4,500 3,024     

於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676,865 236,474 676,865 23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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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儲備及股息（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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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認購本公司一股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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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內獲行使（見附註15(b)）。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授出購股權（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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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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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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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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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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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的

公允價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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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債務證券

－非上市 8,493 – 8,493 –

股票掛鈎證券 6,930 – 6,930 –

結構性債務證券 13,055 – 13,055 –     

28,478 – 28,478 –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

公允價值

於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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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股票掛鈎證券 17,881 – 17,881 –

結構性債務證券 13,244 – 13,244 –     

31,125 – 31,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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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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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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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無）。

據本集團的政策，公允價值階層於級別間的轉移於其發生的報告期末確

認該等轉移。

(ii) 於第2級公允價值計量採用之估值方法及輸入數據

第2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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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成本或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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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中期財務報告並無撥備的未履行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已訂約 19,435 43,224

已授權但未訂約 50,597 71,549   

70,032 114,773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履行資本承擔達66,706,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96,040,000元），指於越南的樓宇、廠房及機器以及土地使用權的額外投資。餘下

資本承擔指於中國的一幢樓宇和廠房及機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棟樓宇）

的額外投資。



38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5

 

18 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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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a)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薪金及其他短期福利 11,066 10,838
    

(b) 出售貨品予

關連公司 (i) 1,166 3,545
    

(c) 購買貨品自

一間關連公司 (i) – 5
    

(d) 購買原材料自

一間聯營公司 – 3,915
一間關連公司 (i) – 149

    

(e) 已付╱應付租金予

一間關連公司 (i) 1,565 1,567
    

(f) 已付╱應付加工費用予

一間聯營公司 (ii) –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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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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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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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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規顧問
廣發融資（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德輔道中189號
李寶椿大廈29及3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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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