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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REAM INTERNATIONAL LIMITED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26）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
零二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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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841,692 1,959,471
銷售成本 (2,346,000) (1,708,908)

毛利 495,692 250,563

其他收入 31,590 17,85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32,589) 17
分銷成本 (77,072) (45,581)
行政費用 (153,705) (145,904)

經營溢利 263,916 76,950

財務費用 4(a) (5,386) (3,66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978 358

稅前溢利 4 259,508 73,641

所得稅 5 (57,984) (28,249)

本期間溢利 201,524 45,392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7 0.298港元 0.06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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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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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201,524 45,39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並 

作出重新分類調整後）：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價值入賬的非上市股本 

證券－於公允價值儲備的淨變動（不可撥回） – 710

– 710

其後可能或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892 3,369

892 3,36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892 4,079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02,416 4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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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421,970 1,387,438
投資物業 4,151 3,777
長期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36,890 19,719
其他無形資產 25,374 26,011
商譽 2,753 2,753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1,247 10,269
遞延稅項資產 5,963 5,147
定期存款 17,527 3,081
其他金融資產 9 3,255 3,540

1,529,130 1,461,735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219,836 879,13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1,295,383 1,254,554
可收回本期稅項 883 2,836
定期存款 198,722 218,16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43,034 382,989

3,057,858 2,737,67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以及合約負債 12 1,229,556 1,184,085
銀行貸款 412,326 262,462
租賃負債 25,011 15,714
應付本期稅項 70,166 32,097

1,737,059 1,494,358

流動資產淨值 1,320,799 1,243,32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849,929 2,70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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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3,342 20,216
遞延稅項負債 7,638 10,620

40,980 30,836

資產淨值 2,808,949 2,674,22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36,474 236,474
儲備 2,572,475 2,437,746

總權益 2,808,949 2,674,220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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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活動為設計、發展、製造及銷售塑膠手板模型、毛絨玩具、防水布罩及注
塑產品。

本公司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的地址為香港九龍尖沙咀麼地道75號
南洋中心6樓。

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巿。

本公告所載中期財務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
報告，惟摘錄自該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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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
文而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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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財務報告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獲授權
刊發。

除預期將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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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該等會計政策任何變動之詳情列載於
附註2。

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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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在中期財務報告內作為比較資料而呈列的有關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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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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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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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作出之聲明。

2 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會計期間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虧損合約－達成合約之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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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之影響論述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該等修訂禁止實體從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扣除出售該資產可使用前所生產項目之
所得款項。相反，銷售所得款項及相關成本應計入損益。該等修訂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
影響，原因是本集團並無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可使用前所生產之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虧損合約－達成合約之成本

該等修訂澄清企業在評估合約是否構成虧損性合約時，履行合約之成本需包括履行合約之
增量成本及其他履行合約之直接相關成本之分攤金額。

過往，本集團在釐定合約是否構成虧損性合約時僅包括增量成本。根據過渡條款，本集團已
將新會計政策應用於其在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尚未履行其全部責任之合約上，並且推斷概
無合約屬虧損合約。

3 收入及分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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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識別四個（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四個）可呈報分部。本集團並無將營運分部合併，以組成以下可呈報分部。

(a) 收入分拆

客戶合約收入按主要產品或服務線及客戶地理位置之分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 

銷售貨品的收入
按主要產品線之分拆
– 塑膠手板模型 1,577,166 1,031,407

– 毛絨玩具 850,863 556,839

– 防水布罩 303,876 276,454

– 注塑產品 109,787 94,771

2,841,692 1,95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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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客戶地理位置之分拆
– 香港（所在地） 26,034 22,417

– 北美 1,953,068 1,464,417

– 日本 446,301 197,947

– 中國內地 208,163 116,721

– 歐洲 129,419 89,352

– 其他國家 78,707 68,617

2,841,692 1,959,471

(b) 有關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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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之分拆載列如下。

塑膠手板模型 毛絨玩具 防水布罩 注塑產品 總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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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對外客戶的收入 1,577,166 1,031,407 850,863 556,839 303,876 276,454 109,787 94,771 2,841,692 1,959,471

分部間收入 4,484 11,236 20,320 15,837 – – 91,308 51,610 116,112 78,683

可呈報分部收入 1,581,650 1,042,643 871,183 572,676 303,876 276,454 201,095 146,381 2,957,804 2,038,154

可呈報分部溢利 

（經調整扣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198,935 63,198 166,487 55,724 16,095 26,285 9,400 13,610 390,917 158,817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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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呈報分部資產 1,648,268 1,469,324 1,913,832 1,647,628 347,464 275,747 248,970 281,258 4,158,534 3,673,957

可呈報分部負債 831,947 805,270 392,629 242,141 66,611 62,860 370,188 392,052 1,661,375 1,502,323

用於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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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包括投資收益。為計算經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本集團就未特定歸入個別分部的項目（例如分階段收購收益、分佔聯營公司溢利、董
事及核數師酬金及其他總部或公司行政費用）進一步調整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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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的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溢利 390,917 158,817
利息收入 10,090 9,369
折舊 (81,553) (74,717)
分階段收購收益 – 595
財務費用 (5,386) (3,667)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978 358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開支 (55,538) (17,114)

綜合稅前溢利 259,508 73,641

4. 稅前溢利

稅前溢利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達致：

(a)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 4,206 2,387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1,180 1,280

5,386 3,667

(b)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費用
–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68,723 61,455
– 持作自用租賃土地 2,029 2,083
– 使用權資產 10,801 11,179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 7,745 5,279
無形資產攤銷 201 227
存貨撇減（附註10） 8,852 2,521
存貨撇減撥回（附註10） (3,387) (2,245)
撥回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 (233)
銀行利息收入 (10,090) (9,356)
其他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 (13)
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660) 2,040
出售其他無形資產之收益淨額 – (19)
撥回無形資產減值 (35) –
未經授權資金轉移之虧損（附註） 41,420 –
分階段收購收益 –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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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誠如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之公告所披露，本公司發現本公司
的網上銀行密碼生成器已遺失，亦發現金額為5,311,090美元（相當於約41,420,000港
元）的資金已於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七日被轉移至一個與本集團不相關的賬戶（「該事
件」）。本公司已就該事件向香港警方報案，而香港警方目前正調查該事件。於本中期
業績公告日期，調查仍在進行中。管理層認為，收回損失資金機會甚微並於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損益表內之「其他（虧損）╱收益淨額」確認虧損
41,420,000港元。

5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24,297 8,012

本期稅項 – 香港以外地區 37,345 20,261

遞延稅項 (3,658) (24)

57,984 28,249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估計年度實際稅率16.5%（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計算，惟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本公司除外。

就本公司而言，應課稅溢利首2,000,000港元按8.25%之稅率計算及餘下應課稅溢利按16.5%

之稅率計算。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撥備按相同的基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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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股息

(a) 本中期期間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中期期間後宣派及派付之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10港仙（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2港仙） 67,687 13,537

中期股息並未於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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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隨後中期期間批准及派付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之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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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港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普通股10港仙） 67,687 67,687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本中期期間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201,524,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5,392,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
數676,865,000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76,865,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具有潛在攤薄能力之普
通股，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等。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訂立多份租賃協議並因此確認新增使用
權資產為41,358,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779,000港元）。

(b) 購入及出售自有資產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93,066,000港元購入其他物業、
廠房及設備項目（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9,456,000港元）。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為3,137,000港元之其他物業、廠房
及設備項目（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132,000港元），產生出售收益淨
額66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虧損淨額2,040,000港元）。

9 其他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價值入賬的非上市股本證券 

（不可撥回）（附註） 3,255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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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非上市股本證券指於Joongang Tongyang Broadcasting Company（「JTBC」，一間於韓國註冊成
立的公司，從事多媒體及廣播）之投資。由於該投資乃持作策略用途，本集團將於JTBC之投
資指定為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價值入賬（「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價值入賬」）（不
可撥回）。本期間並無就該投資收取股息（二零二一年：零港元）。

10 存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撥回撇減存貨3,387,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2,245,000港元）。撥回於該等存貨獲利用、出售或該等存貨之估計可變現
淨值增加時產生。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撇減存貨8,85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2,521,000港元）。撇減於該等存貨之估計可變現淨值減少時產生。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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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或收入確認日期（以較早者為準）及經扣除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個月內 541,055 333,139

一至兩個月 372,726 393,016

兩至三個月 103,057 208,400

三至四個月 19,975 77,810

超過四個月 29,310 50,404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虧損撥備） 1,066,123 1,062,769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項 206,258 191,785

應收貸款（附註） 23,002 –

1,295,383 1,254,554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於賬單日期起計30至120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至120日）
內到期。

附註：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應收第三方貸款指應收第三方款項，為無抵押、按年利率2.0%

至6.3%計息並可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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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以及合約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賬款（計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以及合約負債）按發票日
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581,042 367,918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 239,888 307,330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 125,039 218,894
超過六個月 69,982 51,638

應付賬款 1,015,951 945,780
合約負債－銷售按金 12,003 21,104
應付薪金及福利 118,091 139,281
應付增值稅 6,895 4,648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52,300 49,965
預收款項 24,316 23,307

1,229,556 1,184,085

13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C & H Mekong Company Limited（「C & H Mekong」）由聯營公司變為附屬公司的分階段收
購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C & H Co., Ltd.及兩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協議，
以收購C & H Vina Company Limited（「C & H Vina」）的全部權益，而C & H Vina持有C & H 
Mekong 48.98%的股本權益。收購事項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由於本集團對C & 
H Mekong具有重大影響力，故C & H Mekong分類為聯營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分階段收購日期」），C & H Vina以現金代價917,000美元（相
當於7,195,000港元）完成向一名獨立第三方收購C & H Mekong餘下的51.02%權益（「分階段
收購」）。於分階段收購日期之前，收購代價已經結清。於分階段收購完成後，C & H Mekong
成為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

C & H Mekong的主要業務為製造防水布罩。本公司董事認為，分階段收購可實現協同效應，
節省製造防水布罩的成本。

下表概述分階段收購的總代價，以及於分階段收購日期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的公允價值。

千港元

已付代價（以現金支付） 7,195
於分階段收購日期持有C & H Mekong原有股本權益的公允價值 7,479

總代價 1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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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港元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23,27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0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3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合約負債 (3,413)

來自股東之貸款 (15,561)

於分階段收購日期所收購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的公允價值 15,269

總代價 (14,674)

分階段收購收益 595

已付代價（以現金支付） 7,195

所收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33)

現金流出淨額 5,262

於分階段收購日期，應收款項的公允價值相當於其合約總金額。預期有關款項均可收回。分
階段收購收益595,000港元已計入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綜合損益表的「其他（虧
損）╱收益淨額」。

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即分階段收購日期）起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分階
段收購貢獻之本集團應佔收入及純利分別為零港元及739,000港元。倘分階段收購於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初進行並完成，則本集團應佔收入及純利將分別為1,959,471,000

港元及46,09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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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二零一九年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或「疫情」）已縈繞逾兩年之久，製造業
整體面臨供應鏈緊張、原材料價格飆升、運輸成本波動、週期性變化等各種未能預
料的宏觀環境挑戰。此外，由於地緣政治衝突、通脹飆升外加各國央行加快收緊貨
幣政策，全球經濟復甦放緩。然而，挑戰之下，亦是行業競爭進行兩極化，形成汰
弱留強的分水嶺。本集團憑藉累積多項競爭優勢及強大韌性，包括在中國內地及
越南的戰略產能佈局為生產活動提供的靈活性，與客戶及合作夥伴的緊密關係，
以及行業領先的往績記錄，得以迅速應對瞬息萬變的市場趨勢，把握機遇，保持競
爭力，應對種種不確定因素。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的增長勢頭持續，訂單
量恢復，所有業務分部均錄得增長，帶動總收入增加45.0%至2,841,700,000港元（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59,500,000港元）。即使原材料成本上漲及
船運服務短缺導致銷售成本增加，本期間的毛利仍上升97.8%至495,700,000港元（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0,600,000港元），毛利率升至17.4%（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8%）。有賴本集團因時制宜，靈活應對挑戰，本
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上升三倍至201,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45,400,000港元），淨利率為7.1%（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2.3%）。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穩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銀行
存款達559,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4,200,000港元）。董事會建
議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港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
普通股2港仙）。

業務回顧

產品分析

塑膠手板模型分部

塑膠手板模型分部是本集團主要的增長動力，銷售額增長52.9%至約1,577,2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31,4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
的55.5%。本期間，通脹加劇及美國加息等因素引發衰退恐慌，影響消費情緒。儘
管如此，本集團憑藉強大的生產能力及優質而穩定的產品供應，仍能贏得頂級客
戶青睞，本期間，除了從現有客戶獲得更多訂單外，更與潛在客戶進行商談，務求
令產品及客戶基礎更趨多元化。隨著本集團旗下一間新廠房於本期間投入營運，
不僅在資源配置方面坐享更大彈性，而且能更有效應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及疫情
防控措施造成的突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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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絨玩具分部

毛絨玩具分部收入增加52.8%至850,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556,8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29.9%。原設備製造（「OEM」）業務
的銷售額增長52.5%至816,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35,200,000港元），佔毛絨玩具分部總收入的95.9%。增長乃得益於美國及日本的
主題公園重新開放，以及來自中國內地主題公園的訂單。由於本集團適時檢視兩
大生產基地的營運情況，得以釋放產能及提高效率，滿足不斷回升的市場需求。原
設計製造（「ODM」）業務錄得收入共計34,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21,600,000港元），佔該分部總收入的4.1%。

防水布罩分部

防水布罩分部不易受市場環境波動影響，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健現金流入，收入
約303,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76,500,000港元），同
比增幅達9.9%，佔本集團總收入的10.7%。此外，去年兩間新廠房開始投入運作，
確保了產能及收入穩定。

注塑產品分部

注塑車玩具備受消費者歡迎，帶動分部收入增長15.8%至109,800,000港元（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4,8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3.9%。儘管市
場競爭激烈，本集團仍致力與現有客戶維持穩定的訂單水平。本集團不斷革新工藝，
採用新設備並通過自動化促進規模生產，以領先同儕；同時密切關注原材料價格，
以保持成本穩定及提高成本效益。

地域市場分析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北美洲仍為本集團的最大地域市場，佔本
集團總收入68.7%。日本是第二大市場，佔本集團總收入15.7%。其次是中國內地和
歐洲，分別佔7.3%和4.6%。

營運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經營27間廠房，其中七間位於中國內地及20間
位於越南，均已全面運行。本期間，越南寧平省金山縣的新塑膠廠房如期展開部分
投產，而中國內地的三間新廠房則已全面投產。這些優化生產及產能升級的措施，
為本集團持續增長及擴張奠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礎。與此同時，地方管理團隊靈活
部署人力資源，有助本集團將疫情對產能的影響降至最低，全面把握殷切的市場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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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在地緣政治及經濟不確定因素陰霾之下，無疑導致企業面臨著不同困難，但亦帶
來前所未有的機遇。過去數年，本集團在與客戶携手克服市場低迷所帶來的挑戰時，
也在鞏固在行業的領先地位。邁進後疫情時代，經濟逐步復甦。世界各地的關口及
主題公園重新開放，促進了訂單流入。有見及此，本集團對前景抱審慎樂觀的態度，
也將在充滿挑戰的經營環境中保持警惕。

多年來，本集團與頂級國際玩具公司及角色擁有人建立了穩固關係，得以在激烈
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本集團將充分發揮自身競爭優勢，提供卓越的產品以滿
足客戶需求，促進訂單流入；並期望與客戶、供應商共同把握市場機遇，實現共贏。

此外，本集團一直致力優化雙生產基地的佈局，能於中國內地及越南兩地靈活並
高效調配產能。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通過改善生產流程以提高生產效率，將產
能及盈利能力提升至最佳水平。隨著本期間數間新廠房投產，本集團擁有充裕的
產能，可滿足客戶對旗下優質產品的強勁需求。

憑藉既有的競爭優勢及對業務趨勢的敏銳觸角，本集團將積極發展現有業務，維
持頂級客戶組合及穩健的財務狀況，同時緊貼市場需求並迅速應變。展望未來，管
理層將帶領德林再創新高，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僱員數目及酬金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內地、韓國、美國、日本、越南及新
加坡聘用28,666名（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841名）僱員。本集團重視人才
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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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按照僱員
個別工作表現給予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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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流
動資產淨值1,320,8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43,3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為343,000,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3,0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
銀行貸款總額為412,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2,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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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外匯風險管理方面亦維持審慎態度。本集團面臨的貨幣風險主要來自以
美元、人民幣、越南盾及日元計值的收入及開支。為管理貨幣風險，非港幣資產
盡量主要以當地貨幣債項來融資。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按銀行貸款總額除以
權益總額計算）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為14.7%（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8%）。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195,5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99,300,000港元）的一項物業已抵押作為本集團49,800,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4,200,000港元）的按揭分期貸款的擔保。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總值為163,7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45,000,000港元）的工廠樓宇、若干租賃土地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抵押作為本集團88,9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100,000港元）
的銀行貸款的擔保。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總值為136,6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34,000,000港元）的定期存款已抵押作為本集團188,000,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2,500,000港元）的銀行貸款的擔保。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偏離守則條文C.2.1外，本公司已遵守載
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在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條文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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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合適且符合本
公司之最佳利益，因其有助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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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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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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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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的所有適用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列的規定標準。

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港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2港仙）。中期股息
67,687,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537,000港元）將於二零
二二年十月十三日派付予於記錄日期（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營業時間結束
時之已登記股東。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當日不會辦理任
何股份過戶的登記。為符合資格享有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
須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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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審核委員會及賬務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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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討論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
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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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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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
資料審閱」審閱。



19

刊發二零二二年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之電子版本已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dream-i.com.hk)及香港交易及
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按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之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並刊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李旻重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
崔奎玧先生（主席）
金盛識先生
李旻重先生
金賢珠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政憲教授
柳贊博士
林宗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