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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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UEN THAI HOLDINGS LIMITED
聯 泰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11）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集團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409,996 436,659
經營利潤 13,028 13,838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 12,205 7,685
邊際利潤（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佔收入的比率） 3.0% 1.8%
每股基本收益（美仙）

— 持續經營 1.23 0.85
— 終止經營 — (0.08)

聯泰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或「聯泰」）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業績。



– 2 –

簡明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
收入 3 409,996 436,659
銷售成本 (336,332) (365,368)

毛利 73,664 71,291
其他（虧損）╱收益 — 淨額 (555) 1,512
銷售及分銷成本 (6,135) (6,066)
一般及行政費用 (53,946) (52,899)

經營利潤 4 13,028 13,838

財務收入 848 410
財務費用 (883) (718)

財務費用 — 淨額 5 (35) (308)

享有聯營公司（虧損）╱利潤的份額 (15) 33
享有共同控制企業利潤╱（虧損）的份額 972 (458)

除所得稅前利潤 13,950 13,105
所得稅費用 6 (1,386) (2,394)

持續經營的利潤 12,564 10,711
終止經營的虧損 — (775)

期內利潤 12,564 9,936

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12,205 7,685
非控制性權益 359 2,251

12,564 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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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及終止經營的每股收益╱（虧損）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
（以每股美仙呈列）

— 基本 7
來自持續經營 1.23 0.85
來自終止經營 — (0.08)

— 稀釋 7
來自持續經營 1.23 0.85
來自終止經營 — (0.08)

股息 8 3,664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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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期內利潤 12,564 9,936

其他綜合（虧損）╱收益
外幣折算差額 (224) 1,761

期內總綜合收益 12,340 11,697

期內總綜合收益歸屬於：
— 本公司所有者 11,917 9,446
— 非控制性權益 423 2,251

12,340 11,697

總綜合收益╱（虧損）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來自：
— 持續經營 11,917 10,221
— 終止經營 — (775)

11,917 9,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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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9,509 8,787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3,951 98,117
無形資產 63,480 62,51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36 551
於共同控制企業的權益 9,798 16,633
遞延所得稅資產 767 757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款項 28,985 31,683
其他非流動資產 3,666 3,770

非流動資產總值 220,692 222,817

流動資產
存貨 121,609 79,795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80,332 150,648
預付所得稅 564 5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5,157 138,827

流動資產總值 427,662 369,845

資產總值 648,354 592,662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權益
股本 9,980 9,927
其他儲備 11 136,026 136,314
留存收益 167,304 161,713

313,310 307,954
非控制性權益 8,074 9,251

權益總值 321,384 31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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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6,060 6,111
退休福利債務 6,665 6,480
可換股債券 5,070 —
遞延所得稅負債 4,560 3,671

非流動負債總值 22,355 16,26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96,568 164,418
銀行借貸 96,331 81,942
衍生金融工具 94 949
當期所得稅負債 11,622 11,886

流動負債總值 304,615 259,195

負債總值 326,970 275,457

權益及負債總值 648,354 592,662

流動資產淨值 123,047 110,65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43,739 33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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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34「中
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應連同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一併細閱。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已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所應用及刊
載者貫徹一致。

 2.1 複合金融工具

本集團發行的複合金融工具包括可按持有人選擇兌換為股本的可換股債券，而將予發行的股份數目不
會隨公允價值變動而改變。

複合金融工具的負債部分初步按並無權益兌換選擇權的類似負債的公允價值確認。權益部分初步按複
合金融工具整體公允價值與負債部分公允價值的差額確認。任何直接歸屬的交易費用按負債及權益部
分初始賬面值的比例分配至負債及權益部分。

於往後期間，可換股債券的負債部分（非上市債券）使用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列賬。可換股債券的負
債部分（延長選擇權）於各結算日按公允價值重新計量。權益部分將保留於可換股債券權益兌換儲備內，
直至兌換選擇權獲行使為止，屆時可換股債券權益儲備所列結餘將轉撥至股本及股份溢價。倘選擇權
於屆滿日期仍未行使，則可換股債券權益儲備所列結餘將撥至留存收益。於選擇權到期或屆滿時兌換
後不會於損益中確認收益或虧損。

 2.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期間生效惟與本集團無關的對現有準則的新修改

香港會計準則12（修改）「遞延稅項：相關資產的收回」 ─ 香港會計準則12「所得稅」目前規定實體必須計
量與資產相關的遞延稅項，視乎實體是否預期可透過使用或出售收回該資產的賬面值。當資產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40「投資性房地產」使用公允價值計量時，這或會很難和主觀地評估收回是否透過使用或透
過出售達成。此修改因此引入了按公允價值入賬的投資性房地產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的計量
原則的例外情況。由於此項修改，香港（常設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第21號「所得稅 — 收回非折舊資產
的重估值」將不再適用於按公允價值入賬的投資性房地產。由於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投資性房地產，故
此修改目前與本集團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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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以下新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的修改已經頒佈但於中期期間尚未生效，而本集團亦無提前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1（修改） 財務報表的呈報1

香港會計準則19（修改） 職工福利2

香港會計準則27（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28（二零一一年） 聯營和合營投資2

香港會計準則32（修改） 金融工具：呈報 — 對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3

香港會計準則34（修改） 中期財務報告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修改） 金融工具：披露 — 對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修改）
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事項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 金融工具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 合併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1 合營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2 在其他實體權益的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3 公允價值計量2

附註：

(1)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期間生效

本集團將於首次應用期間應用此等新訂及已修訂準則、解釋及對現有準則的修改。本集團現正評估採
納上述新訂及已修訂準則、解釋及修改的影響，亦尚未能說明上述新訂及已修訂準則、解釋及修改會
否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成衣及配件製造及貿易以及提供貨運及物流服務。收入包括來自休閒服及時裝、生活
時尚服裝、毛衣及配件的銷售收入，以及提供貨運及物流服務的收入。

執行董事乃視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彼等按作出策略決定時審閱的報告釐定經營分類。

管理層從產品角度考慮業務，以評估休閒服及時裝、生活時尚服裝、毛衣、配件以及貨運及物流服務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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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執行董事提供的可予呈報分類的分類資料如下：

休閒服及 
時裝

生活 
時尚服裝 毛衣 配件

貨運╱ 
物流服務 本集團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入總額 291,255 77,302 33,191 131,543 9,229 542,520

分類間收入 (102,966) (194) (3,323) (25,807) (234) (132,524)

收入（來自外部客戶） 188,289 77,108 29,868 105,736 8,995 409,996

期內分類利潤╱（虧損） 14,089 1,119 (2,265) 3,602 715 17,260

期內利潤╱（虧損）包括：
折舊及攤銷 (4,834) (1,068) (808) (2,058) (491) (9,259)

享有聯營公司虧損的份額 — — — — (15) (15)

享有共同控制企業利潤的份額 972 — — — — 972

所得稅費用 (534) (304) (387) (94) (67) (1,386)

休閒服及 
時裝

生活 
時尚服裝 毛衣 配件

貨運╱ 
物流服務 房地產 本集團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入總額 315,516 107,439 36,407 81,681 8,451 — 549,494

分類間收入 (106,799) (507) (5,157) (160) (212) — (112,835)

收入（來自外部客戶） 208,717 106,932 31,250 81,521 8,239 — 436,659

期內分類利潤╱（虧損） 9,192 5,768 (1,151) 711 36 (775) 13,781

期內利潤╱（虧損）包括：
折舊及攤銷 (5,239) (1,118) (856) (1,814) (492) (497) (10,016)

享有聯營公司利潤的份額 — — — — 33 — 33

享有共同控制企業虧損的份額 (458) — — — — — (458)

所得稅費用 (766) (1,138) (145) (284) (61) — (2,394)

分類間收入按照有關各方彼此協定的條款確認。來自外部人士的收入源自多名外部客戶，而向管理層呈報
的收入按與於簡明合併利潤表內呈報一致的方式計量。管理層根據計量期內扣除公司費用前的利潤評估經
營分類的表現。

分類利潤總額與期內利潤的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分類利潤 17,260 13,781

未分配公司費用 (4,696) (3,845)

期內利潤 12,564 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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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利潤

期內的經營利潤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持續經營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124 109

無形資產攤銷 1,045 1,14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090 8,26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352) (206)

應收款項減值（撥回）╱撥備 (217) 187

滯銷存貨撥備 556 12

來自終止經營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497

5. 財務費用 — 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及透支的利息費用 (883) (718)

財務費用 (883) (718)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848 166

金融負債的估計變動 — 淨額（附註） — 244

財務收入 848 410

財務費用 — 淨額 (35) (308)

附註：　 估計數字變動的影響淨額乃關於與授予若干附屬公司非控制性權益的認沽期權相關的金融負債。
該等估計數字變動指估計最終贖回額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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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

香港利得稅按16.5%（二零一一年：16.5%）的稅率就期內估計應課稅利潤作出撥備。海外利潤稅項根據期內
估計應課稅利潤按本集團營業所在國家現行的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 1,101 1,961

遞延所得稅 285 433

1,386 2,394

附註：

(i) 於以往年度，一間香港附屬公司收到由香港稅務局（「稅局」）發出有關二零零零╱零一至二零零七╱零八、
二零零九╱一零以及二零一零╱一一評稅年度的補加評稅╱評稅通知書，要求就若干收入繳交稅項合
共3,960,000美元，但董事認為有關收入毋須繳交香港利得稅。董事已反覆研究有關處境，結論是該附屬
公司有充分理據毋須就有關利潤繳納香港利得稅。基於這個情況，董事已就該等補加評稅╱評稅提出
反對，並且認為已於財務報表計提足夠的稅項撥備。該附屬公司已通過儲稅券方式繳付金額3,571,000

美元。已付儲稅券金額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合併資產負債表中計入預付款項下。

(ii) 於以往年度，本集團另有兩間附屬公司接受稅局的稅務稽查。稅局已向該等實體發出二零零零╱零一
至二零零八╱零九評稅年度的補加評稅，要求繳交稅項合共10,185,000美元。該等評稅部分為於法定期
限屆滿前發出的保障性評稅，以待發出稅務稽查的結果。該等附屬公司已就該等評稅提出反對。董事
認為，已於合併財務報表就此計提足夠的稅項撥備。

7. 每股收益

每股基本收益乃以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a) 基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虧損）
— 持續經營 12,205 8,460

— 終止經營 — (775)

12,205 7,685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994,553 992,666

每股基本收益╱（虧損）（每股美仙）
— 持續經營 1.23 0.85

— 終止經營 — (0.08)

1.23 0.77



– 12 –

 (b) 稀釋

每股稀釋收益已假設所有可稀釋的潛在普通股均獲兌換，按經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本公司擁有對普通股具潛在稀釋作用的購股權。本公司已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附帶的認購權的貨幣價
值釐定可按公允價值（按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年度市場股價釐定）收購的股份數目進行計算。按上文所述
計算的股份數目已與假設購股權獲行使時應發行的股份數目作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994,553 992,666

購股權調整（千股） 1,244 1,463

每股稀釋收益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995,797 994,129

每股稀釋收益╱（虧損）（每股美仙）
— 持續經營 1.23 0.85

— 終止經營 — (0.08)

1.23 0.77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0.367美仙或相等於2.848港仙（二零一一年：0.233美
仙） 3,664 2,313

董事會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建議派付中期股息每股0.367美仙（二零一一年：每股0.233美仙）。本簡明
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未有反映該項應付股息。

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 淨額 148,210 124,107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9,490 21,497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1,414 1,306

應收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企業款項 1,218 3,738

180,332 15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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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51,687 127,868

減：減值撥備 (3,477) (3,76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 淨額 148,210 124,107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最長120天的信貸期。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扣除減值撥備）按到期日分類的賬齡分析
如下：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114,739 94,719

1至30天 19,511 20,877

31至60天 7,019 2,305

61至90天 858 1,974

91至120天 1,883 216

120天以上 4,200 4,016

款項逾期但未有減值 33,471 29,388

148,210 124,107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10,405 82,72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3,459 77,944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2,023 2,025

應付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企業款項 681 1,729

196,568 16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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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99,842 78,145

31至60天 4,595 1,929

61至90天 2,675 414

90天以上 3,293 2,232

110,405 82,720

11. 其他儲備

股份 
溢價

股本 
儲備 

（附註(i)）

其他股本 
儲備 

（附註(ii)）

以股份 
為基礎的 
補償儲備

可換股債券 
權益兌換儲備

匯兌 
儲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17,018 11,722 (4,799) 1,800 — 10,573 136,314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的匯兌差額 — — — — — (288) (288)

僱員行使購股權 589 — — (159) — — 430

購股權被沒收╱失效 — — — (1,410) — — (1,410)

可換股債券 — 權益兌換部分 — — — — 980 — 98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17,607 11,722 (4,799) 231 980 10,285 136,026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17,018 11,722 (4,799) 1,787 — 8,183 133,911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的匯兌差額 — — — — — 1,761 1,761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費用 — — — 13 — — 13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17,018 11,722 (4,799) 1,800 — 9,944 135,685

附註：

(i) 本集團的股本儲備指根據首次公開發售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的股份面值與互換時發行的本公司股份面
值的差額。

(ii) 其他股本儲備主要指初步確認有關向少數股東授予認沽期權的金融負債，以及於認沽期權獲行使、屆
滿或終止後終止確認該等金融負債、分配至母公司權益的非控制性權益及非控制性權益的調整金額與
已付或已收代價公允價值兩者之間任何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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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業績及綜覽

儘管經濟環境（尤其是歐洲）動蕩不定，相比去年同期，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增加58.8%至約12,205,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收入約409,996,000美元，較二零一一年
同期減少6.1%。整體收入減少主要由於歐洲經濟不景導致歐洲業務倒退，以及撇銷若干欠缺
盈利表現的賬戶所致。然而，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整體平均售價相比
二零一一年同期相對維持平穩。本公司透過推行多項生產成本控制措施，成功改善平均毛利
率至18%，較二零一一年同期增加1.7個百分點。因此，聯泰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整體毛利增加至約73,664,000美元，而二零一一年同期則為71,291,000美元。

於回顧期內，儘管棉花價格下跌，營商環境仍然挑戰重重。歐洲經濟環境嚴重影響本集團客戶
下達訂單的意欲，中國大陸的經營成本亦持續高企，然而，本集團仍有能力改善其邊際利潤。
本集團於過去數年致力與客戶發展戰略性關係、分散生產地區及改變產品組合，如今已見成效。
銷售及分銷成本相對維持穩定。然而，由於本集團於中國以外地區擴大產能產生初始成本，一
般及行政費用因而上升。本集團將繼續推行成本控制措施，以管理經營費用。

分類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成衣及配件業務仍為本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分別佔
期內本集團總收入約72%及25.8%。

成衣供應鏈管理服務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休閒服及時裝分部錄得理想業績，分類利潤約為
14,089,000美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增加53.3%。該分部旗下的女士服裝業務的利潤貢獻依然強
勁。隨著不斷優化生產運作，該分部旗下其他戰略性業務單位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表現亦
有所改善。

生活時尚服裝業務受到歐洲經濟不穩及歐元貶值拖累，收入及純利均有所減少。

毛衣分部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錄得虧損。此乃不僅由於業務的季節性質，亦涉及若干客戶的
訂單延誤所致。管理層相信，毛衣分部將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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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供應鏈管理服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配件分部在一名美國名貴手袋客戶的支持及承諾下，
錄得利潤約3,602,000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06.6%。

此外，該分部已擴大客戶基礎及產品線至包括相機袋業務。

物流

本集團的貨運及物流服務於回顧期間錄得分類利潤約715,000美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增加
679,000美元。

市場

按地區而言，儘管歐洲經濟倒退，歐洲及美國於回顧期間仍然是本集團的主要出口市場，來自
歐洲及美國市場的總收入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合共佔本集團總收入約78.2%。

以大中華地區及日本為主的亞洲市場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持續增長，佔本集團總收入約
16.3%。

收購及合營企業

基於本集團的客戶基礎及規模強大，管理團隊實力雄厚，收購及合營企業是聯泰的核心優勢
之一。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本集團訂立買賣協議，向一名獨立第三方收購香港天河針織有限公
司全部權益，代價為46,500,000港元。香港天河針織有限公司於東莞擁有一間全資營運附屬公司。
董事會相信，透過進行此收購事項，本集團不但可精簡業務，亦可提升其經營效率。

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發出的公佈所披露，本公司於同日訂立買賣協議，透過
發行本金額為4,600,000美元的可換股債券收購元泰集團餘下的50%股本權益。於進行收購事項
前，元泰集團為本集團與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成立的合營公司，各佔一半權益。於進行收
購事項後，元泰集團現已由聯泰全資擁有。董事會相信，收購事項將可讓本集團更靈活地處理
元泰集團的管理及決策事宜，並幫助本公司於日後透過投資於中國及菲律賓境外的其他產能，
使元泰集團的營運更完善。

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發出的通函所披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本公司與
Luen Thai Enterprises Limited訂立買賣協議，收購Luen Thai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及其
附屬公司的全部權益。Luen Thai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鞋履開發、
製造、銷售及貿易。董事會相信，此收購事項讓本集團可進一步豐富其消費品製造業務的產品
種類，並可增加交叉銷售機會及擴大客戶基礎。此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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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泰將繼續尋找具增值作用的收購及合營企業商機，進一步擴大本集團產品種類及產能，並
分散其地區風險。

本公司正與不同的潛在收購目標進行初步討論，以期擴大產能，並擴充消費品製造業務的產
品種類。目前尚未有任何討論落實成為對本集團具約束力的承諾。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維持穩定。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約
為125,157,000美元，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減少13,670,000美元。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減少主要由於業務具季節性，於中期期間需要較多營運資金所致。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總額約為102,391,000美元，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88,053,000美元
增加約16.3%。

資本負債比率經界定為債務淨額（相等於銀行借貸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股東權益。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處於淨現金水平，因此，並無呈列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分別於六年內到期，當中約96,331,000美元須於
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約217,000美元須於第二年償還，約5,756,000美元須於第三至第五年償還，
另有約87,000美元須於五年後償還。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採納審慎政策以對沖匯率波動。本集團大部份經營活動以美元、歐元、港元、人民幣及
菲律賓披索計值。至於以其他貨幣計值的業務，本集團可能會訂立遠期合同或任何其他金融
衍生工具，對沖以外幣計值的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以減低匯率波動所涉及的風險。

未來計劃及前景

儘管於中國的成本於回顧期內並無大幅增加，預期有關成本於未來數年仍會持續上升。隨著
本集團的戰略性供應鏈夥伴在制訂中國境外生產策略方面給予支持，本集團將不斷拓展中國
境外生產基地，惟同時亦會維持現有中國產能的穩定性。

董事會預期，相比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同期，休閒服及時裝分部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將錄得理
想業績，此乃由於(i)收購元泰集團將為本集團帶來額外收入及利潤；(ii)受二零一一年三月日
本地震影響的一名日本主要客戶的訂單數已逐步回升。

董事會相信，配件分部將於未來數年成為本集團的增長動力。受惠於提升菲律賓產能及一名
美國名貴手袋客戶的支持及承諾，配件分部的收入來年將錄得雙位數增幅。於二零一二年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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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購的鞋履業務將於本年度下半年計入配件分部的業績。然而，配件分部在菲律賓生產的
旅遊產品業務或會產生初始虧損。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發揮於成衣及配件供應鏈管理的核心優勢。

或然負債及資產負債表外責任

本集團因日常業務而涉及多項勞資訴訟及索償。董事相信，本集團有充份及有效法律及事實
理據支持抗辯，並認為因該等訴訟而導致的損失（如有）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
有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因此，在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內並無就有關負債作出撥備。

人力資源及社會責任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全球有逾31,000名僱員。聯泰相信，僱員為本集團極為重
要而寶貴的資產，是本集團成功取得長遠可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除了提供安全的工作場地外，
聯泰不斷竭力為僱員提供最佳的照料，並且十分重視達致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和身心健康。聯
泰擁有多元文化的工作隊伍，充份印證其多年來作出多元化發展的承諾。這項公平公正的承諾，
從具競爭力的薪酬配套，以及對僱員的表揚及嘉獎可見一斑。

聯泰以公開而符合道德標準、關心僱員及肩負環保使命的方式經營業務，矢志貫徹負起企業
社會責任的承諾。此外，聯泰透過舉辦多項「綠色行動(go green)」計劃以及在全球業務實踐的
多項措施，與僱員攜手向環境獻出關懷。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及企業管
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

聯泰確信企業管治為創造股東價值的主要元素之一，有其必要及重要意義。本集團致力保持
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股東的利益為依歸，力求訂立合適的政策，實行有效監管，提升公司透
明度，秉承應有的道德操守。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於董事會層面成立以下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立審核委員會旨在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推薦意見。全體委員會成員均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即：陳銘潤先生、張兆基先生及施能翼先生，而施能翼先生為委員會主席。每位
委員會成員具備向董事會提供建議之適當財務及╱或行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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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成立薪酬委員會旨在負責就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酬金政策向董事會提供推
薦意見。薪酬委員會由陳亨利先生及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銘潤先生、張兆基先
生及施能翼先生）組成，而施能翼先生為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成立，負責就董事的委任或續任向董事會提供推
薦意見。提名委員會由陳亨利先生及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銘潤先生、張兆基先
生及施能翼先生）組成，而施能翼先生為委員會主席。

銀行融資委員會：銀行融資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成立，負責審閱及批准本集團的任何
銀行融資，確保每項融資均符合本集團的整體最佳商業利益。陳守仁博士為委員會主席，銀行
融資委員會其他成員包括陳亨利先生及陳祖恒先生。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的證券交易採納一套行為守則，條款乃不遜於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載列的規定標準。經過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遵守標準守則載列的規定標準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及本公司的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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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股份2.848港仙（二零一一
年：1.817港仙）予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或前後支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九日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
停辦理過戶登記，期間概不會辦理股份的過戶登記。如欲符合資格收取上述中期股息，所有過
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登
記及過戶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
1716室，以作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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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至第46(6)段規定披露的資料，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刊載。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陳亨利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守仁先生、陳亨利先生、陳祖龍先生、陳祖恒先生及
莫小雲女士；非執行董事陳偉利先生及盧金柱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銘潤先生、張兆基
先生及施能翼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