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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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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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537,187 409,996
經營利潤 20,326 13,028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 18,105 12,205
邊際利潤（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佔收入的比率） 3.4% 3.0%
每股基本收益（美仙） 1.80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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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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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537,187 409,996
銷售成本 (436,324) (336,332)

毛利 100,863 73,664
其他收益╱（虧損）— 淨額 1,005 (555)
銷售及分銷成本 (9,208) (6,135)
一般及行政費用 (72,334) (53,946)

經營利潤 4 20,326 13,028

財務收入 2,895 848
財務費用 (1,636) (883)

財務收入╱（費用）— 淨額 5 1,259 (35)

享有聯營公司虧損的份額 (8) (15)
享有合營企業（虧損）╱利潤的份額 (427) 972

除所得稅前利潤 21,150 13,950
所得稅費用 6 (2,154) (1,386)

期內利潤 18,996 12,564

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18,105 12,205
非控制性權益 891 359

18,996 12,564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每股收益（以每股美仙呈列）
— 基本 7 1.80 1.23
— 稀釋 7 1.76 1.23

千美元 千美元

股息 8 5,439 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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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利潤 18,996 12,564

其他綜合虧損
可重新分類至利潤表的項目： 
外幣折算差額 (2,046) (224)

期內總綜合收益 16,950 12,340

期內總綜合收益歸屬於：
— 本公司所有者 15,998 11,917
— 非控制性權益 952 423

16,950 1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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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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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6 12,0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0,225 112,746
無形資產 77,468 61,985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51 559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45,963 43,918
遞延所得稅資產 650 726
其他非流動資產 6,238 4,255

非流動資產總值 273,021 236,200

流動資產
存貨 165,382 96,34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35,543 184,340
預付所得稅 5,370 4,772
現金及銀行結餘 193,308 165,588

流動資產總值 599,603 451,048

資產總值 872,624 687,248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權益
股本 10,159 9,998
其他儲備 11 136,470 136,029
留存收益 200,013 190,088

346,642 336,115
非控制性權益 8,999 8,859

權益總值 355,641 344,97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6,617 4,643
退休福利債務 7,972 7,898
可換股債券 2,729 5,020
遞延所得稅負債 7,780 5,160

非流動負債總值 25,098 2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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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286,167 199,884
銀行借貸 194,574 108,415
衍生金融工具 450 1,174
當期所得稅負債 10,694 10,080

流動負債總值 491,885 319,553

負債總值 516,983 342,274

權益及負債總值 872,624 687,248

流動資產淨值 107,718 131,49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80,739 36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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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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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一併細閱。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已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應用及刊載
者貫徹一致。

 2.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強制執行的新訂準則及對準則的修改

• 香港會計準則1（修改）「財務報表的呈報」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該修
改現時適用於本集團，本集團已於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作出披露。

• 香港會計準則19（修改）「職工福利」刪除了區間法和按淨注資基準計算財務費用。採納該修改對本集
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27（二零一一年修訂）「獨立財務報表」包括於香港會計準則27的控制權條文納入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10後遺留的獨立財務報表條文。採納該修改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28（二零一一年修訂）「聯營和合營」包括要求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於頒佈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11後以權益法入賬的規定。採納該修改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修改）「金融工具：披露有關資產與負債對銷」規定作出新披露，集中處理於財
務狀況表中對銷的已確認金融工具以及受總互抵協定或類似安排規限的已確認金融工具（不論是否
會對銷）的量化資料。採納該修改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合併財務報表」建基於現有原則上，認定某一主體是否應包括在母公司的合
併財務報表內時，控制權概念為一項決定性因素。此準則提供額外指引，以協助評估難以評估時控
制權的釐定。採納該修改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1「合營安排」更現實地反映合營安排，集中針對合營安排的權利及義務，而非其
法定形式。合營安排有兩類：共同經營及合營企業。共同經營指其共同經營者有權獲得與安排有關
的資產和債務，因而將其於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的權益入賬。凡合營者享有安排下淨資產的權
利，因而以權益法將其權益入賬，即屬合營企業。現已不再容許以比例合併法將合營企業入賬。除
上年度財務報表所列本集團於共同控制企業的權益現已重新分類為於合營企業的權益外，採納該
修改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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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2「在其他實體權益的披露」包括合營安排、聯營公司、特別用途工具及其他資產
負債表外公司等各種形式的於其他實體權益的披露規定。採納該修改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造
成重大影響。

•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11及12有關過渡性指引的修改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11及12提供額外過
渡性豁免，限制僅提供前一比較期間的經調整比較資料的規定。對於有關非合併結構化企業的披
露，該等修改將刪除呈報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2首次應用前期間的比較資料的規定。採納該修改對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3「公允價值計量」旨在透過提供公允價值的確切釋義及公允價值計量的單一來
源及於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使用的披露規定，提升一致性及減低複雜程度。該等規定並無擴大公
允價值會計法的使用，惟就其使用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內其他準則已規定或准許的情況下應如何
應用提供指引。採納該修改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2.2 於二零一三年生效惟與本集團無關的對現有準則的修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修改）「首次採納」有關政府貸款處理首次採納者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時如何
將利率低於市場利率的政府貸款入賬。該修改亦加入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除外條文，向首次採
納者提供與現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表編製者於二零零八年該規定納入香港會計準則20時所獲授
的相同豁免。由於本集團並無政府貸款，故該修改現時不適用於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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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修改） 金融工具：呈報 — 對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1

香港會計準則36（修改） 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39（修改） 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法的持續性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12及 
香港會計準則27（二零一一年）（修改）

投資實體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解釋公告21

徵費1

附註：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期間生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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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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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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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成衣及服飾配件製造及貿易、提供貨運及物流服務以及房地產開發。收入包括來自休閒
服及時裝、生活時尚服裝、毛衣、服飾配件及房地產開發的銷售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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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配件、房地產開發及貨運及
物流服務的表現。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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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飾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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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入總額 414,167 63,772 34,718 191,163 9,163 — 712,983

分類間收入 (129,984) (164) (2,523) (42,884) (241) — (175,796)

收入（來自外部客戶） 284,183 63,608 32,195 148,279 8,922 — 537,187

期內分類利潤╱（虧損） 18,466 2,645 (3,390) 3,695 555 2,030 24,001

期內利潤╱（虧損）包括：
折舊及攤銷 (5,539) (777) (1,303) (2,772) (483) — (10,874)

享有聯營公司虧損的份額 — — — — (8) — (8)

享有合營企業利潤╱（虧損）的份額 5 — — — — (432) (427)

所得稅費用 (1,013) (557) (289) (205) (90) — (2,154)

休閒服及 
時裝

生活時尚 
服裝 毛衣 服飾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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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7 1,119 (2,265) 3,602 715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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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有合營企業利潤╱（虧損）的份額 1,077 — — — — (105) 972

所得稅費用 (534) (304) (387) (94) (67) — (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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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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分類利潤 24,001 17,260

未分配公司費用（附註） (5,005) (4,696)

期內利潤 18,996 12,564

附註：　 公司費用指行政人員薪金及其他未分配的一般及行政費用等一般公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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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166 124

無形資產攤銷 1,587 1,04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121 8,0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34) (352)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撥回） 637 (217)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052 —

廢棄存貨（撥回）╱撥備 (682) 556

5. 財務收入╱（費用）— 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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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7) (865)

可換股債券的實際利息費用 (89) (18)

財務費用 (1,636) (883)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1,051 848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的實際利息收入 1,844 —

財務收入 2,895 848

財務收入╱（費用） — 淨額 1,259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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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

香港利得稅按16.5%（二零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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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 2,269 1,101

遞延所得稅 (115) 285

2,154 1,386

附註：

稅務局（「稅局」）現正審核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所提出由二零零零╱零一起截至二零一二╱一三評稅年度為止
（包括該年度在內）的50：50離岸免稅申索。於過往年度，稅局否決該50：50離岸免稅申索，並發出有關二零零
零╱零一至二零零七╱零八以及二零零九╱一零至二零一一╱一二評稅年度的補加評稅╱評稅通知書。本集
團已就該等評稅提出反對，稅局上訴組現正審核該反對個案，以待稅務局局長裁定。

本集團已通過儲稅券方式繳付金額3,752,000美元，該金額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合併資產負債表中計
入預付所得稅下，本集團認為已於合併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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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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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5 12,205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1,006,178 989,650

每股基本收益（每股美仙） 1.80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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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換股債券。

本公司已計算購股權對股份數目的稀釋影響，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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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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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假設可換股債券會獲轉換為普通股，並會調整純利，以消除利息費用（扣除稅項）的影響。

按上文所述計算的股份數目已與假設購股權獲行使及可換股債券獲轉換時應發行的股份數目作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持續經營利潤 18,105 12,205

可換股債券的利息費用（扣除稅項） 89 18

用以釐定每股稀釋收益的利潤 18,194 12,223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1,006,178 989,650

假設轉換可換股債券（千份） 25,913 4,903

購股權調整（千份） 1,332 1,244

每股稀釋收益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1,033,423 995,797

每股稀釋收益（每股美仙） 1.76 1.23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0.526美仙或相等於4.08港仙 

（二零一二年：0.367美仙） 5,439 3,664

董事會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526美仙（二零一二年：每股0.3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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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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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72 159,47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5,754 21,476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1,946 1,876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款項 6,071 1,514

235,543 18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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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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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37 163,265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4,265) (3,79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 淨額 191,772 15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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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138,367 113,728

1至30天 35,699 32,373

31至60天 13,297 8,313

61至90天 633 1,056

91至120天 344 796

120天以上 3,432 3,208

款項到期但未有減值 53,405 45,746

191,772 159,474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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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296 113,01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7,750 84,646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746 2,108

應付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款項 375 113

286,167 19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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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106,076 102,230

31至60天 22,834 4,411

61至90天 14,194 768

90天以上 13,192 5,608

156,296 11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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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117,832 11,722 (4,799) 142 980 10,152 136,029

外幣折算差額 — — — — — (2,107) (2,107)

僱員行使購股權 514 — — (142) — — 372

可換股債券 — 權益兌換部分 2,558 — — — (382) — 2,176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120,904 11,722 (4,799) — 598 8,045 13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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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幣折算差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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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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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收入約537,187,000美元，較去年同期增
加31.0%。收入飆升主要是由於(1)在二零一二年五月整合元泰集團業務、(2)在二零一二年下半
年收購鞋履業務、(3)在回顧期內其他戰略性業務單位持續自然增長，及(4)在二零一三年四月
三十日完成收購Ocean Sky集團所致。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毛
利增加約27,199,000美元至約100,863,000美元，按期增長36.9%，與收入的增長保持一致。回顧期
間的毛利率為18.8%，而去年同期則為18.0%。

主要由於整合元泰集團及收購鞋履業務及Ocean Sky集團，經營費用（包括一般及行政費用與銷
售及分銷成本）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增加35.7%至81,542,000美元。

儘管全球（尤其歐洲）經濟不明朗，本公司仍能持續地為股東帶來穩健回報。歸屬於本公司所有
者的利潤從二零一二年同期約12,205,000美元增加至約18,105,000美元，增加約5,900,000美元或
48.3%。

分類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成衣及服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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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及27.6%。

成衣供應鏈管理服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休閒服及時裝分部表現極佳，分類利潤約為18,466,000
美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大幅增加29.7%。利潤顯著增長，乃歸功於女士服裝業務表現強勁，以
及與一名駐日客戶之間的業務迅速增長。隨着不斷優化生產運作，該分部旗下其他戰略性業務
單位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表現亦有所改善。

鑑於回顧期內歐洲經濟欠穩，生活時尚服裝分部收入減少約17.5%至約63,608,000美元。然而，由
於向部分客戶提供的產品設計及開發服務出現戰略性增長，加上實施了若干有效的成本控制措
施，因此縱使收入下降，該分部的純利仍能增至2,645,000美元。

毛衣分部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錄得虧損約3,390,000美元，主要歸咎於業務的季節性質。是次虧
損較去年同期有所加劇，乃由於失去其中一名客戶的訂單，使該分部旗下一間工廠的平準負載
及效率蒙受影響所致。鑑於此突如其來的訂單損失乃一次性事件，而該分部亦將會有足夠訂單
供工廠運作，董事會對毛衣分部的長遠發展及前景依然抱有信心。



– 15 –

服飾配件供應鏈管理服務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服飾配件分部錄得分類利潤約3,695,000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6%。利潤
微增，乃主要由於名貴手袋業務持續增長所致，抵銷了中國以外鞋履及旅遊產品業務的初始虧
損。

房地產

如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報所披露，本公司向陽光壹佰置業集團有限公司（「陽光壹佰」）出售其於
清遠房地產項目的控股權益，陽光壹佰、本集團與聯泰地產有限公司繼而成立合營企業。此房
地產項目毗鄰將連接清遠與廣州大都會的廣州清遠輕軌（「輕軌」）系統。此房地產項目的首階段
預售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及六月展開，並已售出大部分可售單位。董事會預期，此房地產項目
自二零一五年起可為本集團開拓額外收入泉源。

於回顧期內，房地產分部錄得分類利潤約2,030,000美元，主要來自向陽光壹佰出售清遠房地產
項目產生的應收代價的應計利息收入。

物流

本集團的貨運及物流服務於回顧期內錄得分類利潤約555,000美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減少約
1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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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
零一三年上半年，來自歐洲及美國市場客戶的總收入合共佔本集團總收入約75.4%。

以大中華地區及日本為主的亞洲市場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由66,742,000美元增至約94,752,000美
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17.6%。

收購及合營企業

本集團的策略為透過選擇性增值式收購以及成立合營企業，加強本集團的競爭力。於回顧期
內，本集團已完成以下重大交易。

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發出的公佈所披露，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六日透過其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與Ocean Sky International Limited訂立購股協議，收購Ocean Sky Global (S) Pte. 
Ltd.及其附屬公司（「Ocean Sky集團」）全部權益。Ocean Sky集團主要於越南、柬埔寨、新加坡
及香港經營成衣設計、製造、銷售及市場推廣業務。此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完成。營
運及過度期一直保持順暢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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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相信，透過收購Ocean Sky集團，本集團將可進一步分散其生產基地至中國以外勞工成
本低廉的其他東南亞國家（如柬埔寨及越南），並擴大其客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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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為
193,308,000美元，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增加約27,720,000美元。於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總額約為201,191,000美元，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13,058,000美元增加約78.0%。回顧期內銀行借貸大幅增加主要由於收購Ocean Sky集團造成額
外融資及營運資金需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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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0.02。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分別於五年內到期，當中約194,574,000美元須於
一年內償還，約2,525,000美元須於第二年償還，約4,092,000美元須於第三至第五年償還。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採納審慎政策以對沖匯率波動。本集團大部分經營活動以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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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回顧期內，全球經濟復甦緩慢乏力，經營環境仍舊嚴峻。儘管如此，本集團將會繼續鞏固其
業界地位，與此同時積極與若干現有客戶開拓更大的市場份額。

由於歐盟市場給予柬埔寨進口服裝產品免關稅優惠，本集團將繼續拓展柬埔寨的生產基地，以
提升其服務歐洲客戶的綜合競爭力。

此外，本集團將運用其專業知識改善新購入柬埔寨和越南廠房的效能，從而以最小的資本開支
擴大產能。該等新購入廠房將於未來數年成為聯泰的增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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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營運成本飊升不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的最低工資由二零一三年五月一日起按平均增
幅約19%增加。有鑑於此，本集團會確保其現有中國產能獲充份利用，同時在亞洲地區尋找合
適而成本低廉的新廠房。

董事會相信，只要採取上述策略，本集團將能夠維持其發展及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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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全球約有4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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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貫徹企業社會責
任的承諾。此外，聯泰透過舉辦「綠色行動」、「HER項目」及「服務大眾，回饋社會」等多項計劃，
與僱員攜手向環境、女性工人及社會獻出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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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本
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發出的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向Great Pacific Investments 
Limited（「可換股債券持有人」）發行本金總額為4,600,000美元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於
回顧期內，可換股債券持有人已按轉換價每股股份1.200港元行使可換股債券所附轉換權（「轉
換」），以可換股債券下的未償還本金額的1,778,351美元為限，而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
二十六日根據轉換向可換股債券持有人發行及配發11,500,000股本公司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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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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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就董事會成員多元化製訂的新守則條文（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
生效），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採納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將會
登載於本公司網站供公眾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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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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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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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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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融資委員會由兩名成員（即：
陳守仁博士及陳亨利博士）組成，而陳守仁博士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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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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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該等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亦已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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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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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股份4.08港仙（二零一二
年：2.848港仙）予在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或前後支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八日至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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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十月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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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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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守仁博士、陳亨利博士、陳祖龍先生及莫小雲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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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