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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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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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bl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恒寶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業績

恒寶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於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合併業績如下：

合併收益表
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

  2008年  �0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1,356,445  �,0��,��� 
銷售成本  (991,305 ) (���,�0� )    

毛利  365,140  ���,��0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3,371 ) ��,��� 
收購一附屬公司額外權益的折讓  4,922  – 
其他收入 � 20,545  ��,0�� 
行政開支  (150,042 ) (���,�0� )
分銷及銷售成本  (133,389 ) (��,��� )
商譽減值虧損 � (36,862 ) –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2,138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 (23,425 ) –
預付租賃款項減值虧損 � (2,405 ) –
換股權衍生負債公平值變動收益  19,873  – 
出售一共同控制實體收益  15,134  – 
融資成本 � (58,207 ) (�0,��� )    

除稅前溢利 � 15,775  ���,��� 
所得稅開支 � (14,301 ) (��,��� )    

年度溢利  1,47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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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0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分派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798  �0�,��� 
 少數股東權益  (6,324 ) ���     

  1,474  �0�,���     

年內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 28,303  ��,���     

每股盈利 �0
 基本  2.76港仙  �0.��港仙     

 攤薄  1.31港仙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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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00�年��月��日
  2008年  �0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3,432  ��0,���
 投資物業  29,885  ��,�0�
 無形資產  12,177  �0,���
 商譽  –  �0,�00
 預付租賃款項  66,044  ��,���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借貸  –  �,���
 可供出售投資  575  �,��0
 按公平值以溢利或虧損列賬的金融資產  5,968  –
 遞延稅項資產  626  ���    

  438,707  �0�,��0    

流動資產    
 存貨  291,844  ���,���
 貿易應收款 �� 402,210  ���,���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59,999  �0�,0��
 預付租賃款項  1,497  �,���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借貸  –  �,���
 應收一名少數股東款項  –  �,���
 應收一關連公司款項 �� 99,171  ���,���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12,417  �,�0�
 應收一前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918  –
 可供出售投資  3,021  �,���
 已抵押銀行存款  41,719  ��,0��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的銀行存款  218,391  ���,���
 銀行結餘及現金  48,969  ���,���    

  1,180,156  �,�0�,���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25,380  ��,��0    

  1,205,536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 �� 148,592  ���,��0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57,609  ��,���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合營夥伴借貸  –  ��,���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合營夥伴款項  9,155  ��,0��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20,028  �,���
 應付稅項  32,894  ��,0��
 融資租賃責任－一年內到期  798  ��0
 銀行借款－一年內到期  345,932  ���,00�
 銀行透支  26,073  �0�    

  741,081  �0�,���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有關的負債  25,113  ��,0�0    

  766,194  ���,0��    

流動資產淨值  439,342  ���,�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878,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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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0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責任－一年後到期  1,219  �,0��
 銀行借款－一年後到期  206,627  ���,���
 可換股可贖回優先股  79,292  ��,0��
 換股權衍生負債  2,149  ��,0��
 遞延稅項負債  6,492  �,���    

  295,779  ���,���    

  582,270  ���,��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8,303  ��,���
 儲備  562,843  ���,���    

可供分配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股本  591,146  ���,�0�
少數股東權益  (8,876 ) �,���    

  582,270  ���,��0    

附註：

1. 採用新發出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年內，本集團採用下列已生效，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修訂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下文統稱為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重新分類金融資產
 第�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集團及庫
  存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界定福利資產
  的限制、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的相
  互關係

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或財務狀況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造
成重大影響，故並無確認往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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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發出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善�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借款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第�號（修訂）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的責任�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第��號（修訂）  的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對有關金融工具的披露的改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及 嵌入式衍生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客戶忠誠度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客戶資產轉讓�

� 於�0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修訂將於
�0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0�年�月�0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0�年�0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對�00�年�月�日或之後進行的轉讓生效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可影響收購日期為�0�0年�月�日或之後本集團的業務
合併的會計處理方法。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將會影響有關本集團於附屬公司所擁
有權益變動的會計處理方法。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要求與本集團合資格資產有關
的借款成本於往後撥充資本。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其他新發出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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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及地域分類

業務分類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現時把業務歸為兩類（�00�年：兩類），分別為成衣及服飾製造及銷
售、分銷及零售成衣及鞋類，並按此作為本集團主要呈報資料的基準。

該等業務的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成衣及服飾  分銷及零售
 製造及銷售  成衣及鞋類  抵銷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額 1,094,892  261,553  –  1,356,445
業務間銷售額 23,351  –  (23,351 ) –       

合計 1,118,243  261,553  (23,351 ) 1,356,445       

業務間銷售額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業績
分類業績 98,194  (60,215 ) –  37,979     

未攤分收入       7,943
未攤分公司費用       (8,498 )
出售一共同控制實體收益       15,134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3,371 )
換股權衍生負債公平值變動收益       19,873
收購一附屬公司額外權益的折讓       4,922
融資成本       (58,207 )       

除稅前溢利       15,775
所得稅開支       (14,301 )       

年度溢利       1,474       



- � -

截至2007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成衣及服飾  分銷及零售
 製造及銷售  成衣及鞋類  抵銷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額 ���,���  ���,���  –  �,0��,���
業務間銷售額 �,���  –  (�,��� ) –       

合計 ��0,�0�  ���,���  (�,��� ) �,0��,���       

業務間銷售額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業績
分類業績 ���,���  �,���  –  ���,00�     

未攤分收入       �,0��
未攤分公司費用       (�,���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
融資成本       (�0,��� )       

除稅前溢利       ���,���
所得稅開支       (��,��� )       

年度溢利       �0�,���       

地區分類

本集團年內收益按地區市場分析如下：

 2008年  �0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歐洲 657,982  ���,��0
中國 645,737  ��0,���
其他 52,726  ��,���   

 1,356,4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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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2008年  �0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成衣及服飾製造及銷售 1,094,892  ���,���
分銷及零售成衣及鞋類 261,553  ���,���   
   
 1,356,445  �,0��,���   

4. 其他收入

 2008年  �0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7,792  �,���
來自一共同控制實體的利息收入 124  ���   

利息收入總額 7,916  �,���
匯兌收益淨額 950  –
從客戶及供應商收取的付運費 3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收益 168  ���
來自共同控制實體的管理費收入 1,415  �,���
來自外界客戶的管理費收入 3,989  �,���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的管理費收入 990  –
授予共同控制實體之貸款之減值虧損撥回 –  ���
專利權費用收入 150  ���
出售原材料 1,749  ���
雜項收入 3,215  �,���   

 20,545  ��,0��    

5. 商譽╱無形資產╱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租賃款項減值虧損

於�00�年��月�日，本公司訂立一份有條件出售協議，出售Well Metro的�00%股權，現金代
價為�00,000,000港元。出售事項須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由於參照現金代價�00,000,000港元釐定的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少
於其賬面淨值，故就現金產生單位確認減值虧損。減值虧損已按下列次序分配以減少現金
產生單位資產的賬面值：

(a) 首先，減少分配至現金產生單位的商譽賬面值��,���,000港元；及

(b) 然後，根據現金產生單位的無形資產、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的賬面值按
比例將減值虧損分配至現金產生單位的非流動資產。減值虧損分別為�,���,000港元、
��,���,000港元及�,�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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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2008年  �0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支出：   
 全數償還的銀行借款及透支   
  － �年內 46,550  ��,�0�
  －逾�年 –  �0�
可換股可贖回優先股 11,221  –
融資租賃責任 136  ���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合營夥伴借貸 300  ���   

 58,207  �0,���   

7. 除稅前溢利

 2008年  �0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於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1,757  �,��� 
 －往年撥備不足 274  –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990,988  ���,��� 
無形資產攤銷 2,409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9,218  ��,00�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463  �,��� 
存貨備抵 317  �,��� 
就貿易應收款確認的減值虧損 1,234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443  �,0�� 
按公平值以溢利或虧損列賬的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194  – 
匯兌虧損淨額 –  ���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15,709  ��,��� 
 －其他員工成本 94,005  ��,0�� 
 －股份支付（不包括董事） 1,101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7,456  �,���    

 118,2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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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2008年  �0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行稅項：    
 香港 20  �� 
 其他司法權區 13,512  ��,���    

 13,532  ��,���    

往年（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 (12 ) �� 
 其他司法權區 (1,137 ) (�� )   

 (1,149 ) ��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918  �,0��    

 14,301  ��,���    

於�00�年�月��日，香港立法會通過�00�年收入條例草案，將�00�/�00�課稅年度的企業利
得稅率由��.�%下調至��.�%。因此，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的��.�%（�00�
年：��.�%）計算。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的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當時的稅率計算。

�00�年�月��日，中國政府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號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
稅法（「新稅法」）。�00�年��月�日，中國國務院頒佈新稅法的實施細則。根據新稅法及實施
細則，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率自�00�年�月�日起改為��%（�00�年：優惠稅率
��%）。

根據中國的有關法律及法規，若干附屬公司可享有由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個年度的中國外
資企業所得稅（「外企所得稅」）豁免，及其後�個年度的�0%稅項減免（「稅務優惠」）。故此，
經計及截至�00�年及�00�年��月��日止年度內的稅項豁免及稅項寬減後，該等附屬公司已
分別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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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所得稅開支與合併收益表內的除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2008年  �0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15,775  ���,���    

按本地所得稅率��%（�00�年：��%）計算的稅項（附註） 3,944  ��,��� 
中國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的可分派盈利的遞延稅項 3,926  –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24,455  �,���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13,847 ) (��,��� )
稅項寬減的稅務影響 (10,744 ) (�,��� )
在其他司法權區經營的附屬公司
 （中國附屬公司除外）稅率不同的影響 378  �,0�� 
未確認稅務虧損的稅務影響 9,147  ��,��0 
動用未確認其他可扣除暫時差額 (1,944 ) (��� )
往年（超額撥備）撥備不足淨額 (1,149 ) �� 
其他 135  (��� )   

年度所得稅開支 14,301  ��,���    

附註：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由其有權享有��%的優惠稅率（�00�年：��%的優惠稅率）的中國
附屬公司經營。

9. 股息

 2008年  �0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已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8,491  �,���
 中期股息－每股�港仙（�00�年：�港仙）
 �00�年末期股息－每股�港仙
  （�00�年：�00�年末期股息�港仙） 19,812  ��,���   

 28,303  ��,���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00�年：末期股息�港仙）。



- �� -

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

 2008年  �0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7,798  �0�,���
根據可換股優先股每股盈利的潛在攤薄對分佔一附屬公司
 業績作出調整 (4,100 )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3,698  �0�,���   

 股份數目 
 2008年  �00�年
 千股   千股
 （附註）  （附註）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83,026  ���,�0�
具潛在攤薄效果的普通股對購股權的影響 9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83,035  ���,���   

附註：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並未就公開發售股份進行調整，原因為
每股發售股份的認購價高於緊接認購日期前的股份價格。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並無假設行使若干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原因是其各自的行使價於
�00�年及�00�年較適用的股份平均市價為高。

11. 貿易應收款

 2008年  �0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 409,337  ���,���
減：呆帳備抵 (4,585 ) (�,��� )   

 404,752  ���,���
減：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2,542 ) –   

 402,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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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發票日期後�0至�0日的平均信貸期。

以下為於結算日貿易應收款的賬齡分析（扣除減值）︰

 2008年  �0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0日 337,606  ���,���
��至��0日 56,551  �,��0
���至��0日 9,307  �,���
��0日以上 1,288  �,���   

總計 404,752  ���,���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透個有關銷售團隊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及釐定客戶信貸
上限。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結餘內包括賬面總值為�0,��0,000港元（�00�年：��,���,000港元）的應
收款，於�00�年��月��日已逾期，惟本集團並無就減值虧損作撥備，因信貸質素未有重大
改變及該等金額仍被視為可收回。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12. 應收一關連公司款項

 2008年  �00�年
關連公司名稱 千港元  千港元

Sergio Tacchini International S.P.A.（前稱H�T S.r.l.）（附註） 99,171  ���,���   

附註：  本公司董事兼主要股東岳欣禹先生於本公司擁有實益權益。

上述款項指無抵押、免息及本集團給予��0日信貸期的貿易應收款。

以下為於結算日應收此關連公司款項（扣除減值）的賬齡分析：

 2008年  �0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0日 37,523  ��,���
��至��0日 7,476  ��,0��
���至��0日 54,172  �,��0   
 
總計 99,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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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00�年��月��日，應收一名關連公司款項包括賬面總值�0,���,000港元（�00�年：
�0,0�0,000港元）的款項，其於�00�年��月��日已逾期，惟本集團並無作出減值虧損撥備，
此乃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有關款項仍被認為可予收回。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
持有抵押品。

13. 貿易應付款

以下為於結算日的貿易應付款的賬齡分析：

 2008年  �0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0日 104,953  ���,���
��至��0日 27,364  ��,���
���至��0日 11,603  �,���
��0日以上 4,980  ���   

 148,900  ���,��0   

減：重新分類為與持作出售資產有關的負債 (308 ) –   

 148,592  ���,��0   

購買貨品的平均信貸期為�0日。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概覽

本集團的收益約達�,���,�00,000港元，較去年增長�0.�%。於回顧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
人應佔純利約達�,�00,000港元，原因為本公司有條件地出售其Well Metro Group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Well Metro Group」）股份，致令本公司須作出合共約��,�00,000港元
的減值撥備。參考資料：Well Metro Group為本集團的分銷及零售業務分部。

鑑於在目前環球市況下有需要審慎分配資源，故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00�年��月��日
止年度的末期股息。因此，於�00�年��月�日支付的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相當於就�00�
年度支付的股息總額每股�.0港仙。

供應鏈服務

面對環球經濟衰退，恒寶利與各行各業同樣受到全球金融信貸危機影響，經營環境日趨
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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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寶利深知未來考驗重重，因此會致力發展供應鏈核心業務，並於回顧年度配備妥當，
提供更多供應鏈增值服務，成功拓展客戶網絡。此等措施令恒寶利在目前市況下滑的環
境下得以「軟著陸」。往好處想，全球市況嚴峻令奢侈品牌得嚴謹地控制成本，驅使所有
奢侈品牌絞盡腦汁積極在亞洲地區尋求供應商，以滿足其對服裝供應鏈服務的資源、網
絡及專業知識需要。恒寶利在中國的採購╱供應鏈業務創下輝煌往績，自然能夠吸納相
應增加的訂單。因此，本集團於回顧年度接獲現有客戶及新客戶下發的訂單數目飆升。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的供應鏈服務收益約達�,0��,�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約��.�%，佔
本集團�00�財政年度的收益約�0.�%。前述本年度供應鏈收益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向本
公司的品牌客戶於中國的分銷網絡及中國進出口公司提供的供應鏈服務顯著攀升所致。

原材料╱員工成本、公用設施成本上漲、紡織品貿易規例更改（出口退稅率減少），以及
人民幣升值對價格構成壓力，故本集團的供應鏈服務毛利由去年�0.�%下跌至回顧年度的
��.�%。

與此同時，恒寶利完善的雙重業務模式結合外判生產管理及內部生產，確實有助本集團
渡過環球信貸危機。雙重業務模式明顯地讓本集團以更低資本生產開支成本提供更多元
化產品供客戶按需要挑選。此靈活的內部經營模式令恒寶利瞬間拋離競爭對手，而迅速
應變正為市況動盪的主要致勝優勢。

在關注市場轉好的同時，目前全球市場趨勢為本集團締造龐大商機。在金融海嘯下，嚴
緊控制生產成本及採購能力甚為關鍵。本集團的規模及完善的中國採購網絡令本集團表
現突出，成為所有歐洲品牌在中國採購業的最可靠合作夥伴，尤其是在經濟低迷時期可
供選擇的競爭對手較少。面對材料成本上漲，恒寶利積極增加在中國境內採購原材料，
並以本集團在歐洲購入的先進科技補充該等材料。該等措施無疑令本集團的運作效率得
以提升。

考慮到目前市況，中國政府已於�00�年下半年再次宣佈調高出口退稅率，冀能支援業
界。這消息對恒寶利實為一大喜訊，本集團抱持樂觀態度，認為本集團在�00�年定能因
該等新規例而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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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供應鏈服務仍為本集團成功發展的主要基石，故恒寶利會繼續集中該業務的資源及
人力，務求盡量提升這範疇的競爭力。

為加強本集團的供應鏈服務，恒寶利已於�00�年��月��日宣佈有條件地重續與Sergio 
Tacchini訂立的採購協議，重續期至�0��年��月��日止，為期三年。此協議已於�00�年��
月�0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

分銷及零售業務

儘管本集團的分銷及零售業務於�00�年上半年因營商環境有利而持續受惠，惟本集團仍
因經濟環境欠佳而承受龐大經營壓力，令消費者於下半年的消費信心降低。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的分銷及零售業務收益合共約為���,�00,000港元，較去年增長約
���.�%，佔本集團收益約��.�%。毛利率約達��.�%。

為更有效分配資源，恒寶利向Stonefly收購其於Stonefly合營企業（雙方各佔一半權益）的
�0%股權，並將其於Lotto合營企業的�0%股權出售予Lotto。本集團出售Lotto合營企業的
應計收益約為��,�00,000港元。同樣地，本集團於�00�年�月�日將其於Sisley合營企業（雙
方各佔一半權益）的�0%股權售回予Benetton S.p.A.。

於回顧年度，Sisley合營企業、Stonefly及Moschino的毛利率分別約為��.�%、��.�%及
��.�%。

展望

多年來，恒寶利的供應鏈業務一向主導本集團財務及經營業績。本公司以垂直整合業務
為目標，已調配資源發展其於中國的分銷及零售業務，以利用中國經濟在過去兩年急速
增長。

儘管本集團走向垂直整合業務，惟突如其來的環球金融風暴對所有行業造成打擊，而奢
侈品業務正首當其衝。

鑑於目前市況，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當務之急為嚴加控制其手頭財務資源。董事會在評
估以本集團的主要供應鏈業務為專注發展業務後，認為在目前的困境下，在分銷及零售
業務（透過Well Metro集團進行）投放寶貴時間及財務資源並不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



- �� -

反之，會分散本集團投放於其主要業務。因此，於�00�年��月�日，本集團及其全資附
屬公司Spring Castle Group Limited（「Spring Castle」）與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的聯繫人士
Primewill Investments Limited（「Primewill」）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有條件
地向Primewill出售其Well Metro Group Limited（「Well Metro」）股份（即持有於中國從事服
裝及配飾分銷及零售業務的附屬公司的投資控股公司），現金總代價為�00,000,000港元。
此協議或會於�00�年�月成為有條件協議，並須待恒寶利獨立股東於恒寶利股東特別大會
上批准後，方可作實。待獨立股東批准及取得相關政府當局的一切必要批文後，上述有
條件出售事項預期最遲於�00�年�月底完成。

上述有條件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增加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可讓本集團於上述有條件
出售事項正式完成後專注從事向國際品牌服裝製造商提供服裝及配飾供應鏈服務。

展望未來，本集團所提供的供應鏈服務會繼續包括產品設計、實驗測試、生產管理（即外
判及內部生產）、品質保證、供應服裝及配飾的包裝及物流管理。本集團的主要客戶仍會
包括United Colors of Bennetton、Sisley、Moschino、See by Chloé、R.E.D. Valentino、
DKNY Jeans、Diesel、Quiksilver、Lafuma、Lotto、Salewa及Sergio Tacchini。

鑑於本集團全情投入及專注經營其核心業務，董事預期，本集團即使面對艱難的營商環
境，其主要供應鏈服務仍將繼續錄得理想業績。再者，乘著歐洲的外判趨勢，本集團的
供應鏈增值服務將繼續於來年提高本集團的市場競爭力。

經營開支

於�00�年，本集團的分銷及銷售開支較去年大幅增加��0.0%至���,�00,000港元，而佔
收益的百分比則由�.�%上升至�.�%。分銷及銷售開支大幅增加乃主要由於運輸費用、舖
租、員工成本及折舊開支增加所致。分銷及銷售開支較去年顯著增加乃由於本集團僅於
去第四季推出Sisley及Moschino兩個新品牌所致。因此，與去年相比，本集團於回顧年內
產生較高相關分銷及銷售開支乃屬理所當然。與供應鏈服務比較，零售的銷售開支部分
較大，此乃由於零售同時包括廣告、贊助及宣傳開支、銷售員工的薪金及福利、零售店
舖的租金及翻新開支，以及運輸及物流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00,000港元增加��.�%至��0,000,000港元。行政開支增加，主
要歸因於員工成本增加。同時，員工薪金及酬金開支增加亦為行政開支上升的原因。憑
藉實行嚴謹的支出管理，本集團的行政開支佔收益百分比由去年的��.�%下降至本年的
��.�%，足證本集團的營運效率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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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較去年增長��.�%至��,�00,000港元。融資成本大幅上升，主要歸因於本集團銀
行借款增加。同時，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亦承擔額外融資成本約��,�00,000港元，相當於
Well Metro已發行可換股可贖回優先股（於�00�年��月發行）的實際利息開支。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00�年��月��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0�,�00,000港元（�00�年��月��日：
���,�00,000港元），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列值，以及銀行借款總額���,�00,000港元（�00�
年��月��日：���,�00,000港元），其中��.�%為短期銀行借款及��.�%為長期銀行借款。
本集團的銀行借款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列值。於�00�年��月��日，本集團銀行借
款總額中，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列值者分別佔��.�%、��.�%及��.�%，而於銀行借款
總額中，按固定利率計息的佔��.0%，按浮動息率計息的則佔��.0%。

淨資本負債比率（根據銀行借款總額（扣除現金及銀行結餘）除以本集團總股東資金計算）
由�00�年��月��日的0.��增至�00�年��月��日的0.��。流動比率（根據流動資產除以流動
負債計算）由�00�年��月��日的�.��減至�00�年��月��日的�.��。

本年度的利息覆蓋比率（即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除以利息支出的結果）為
�.��，被視為屬於恰當水平。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銷售大多數以美元及人民幣計值，而採購及經營開支則大多數以人民幣及港元
計值。本集團就人民幣及美元波動所承受的風險由其於中國的供應鏈以及分銷及零售業
務所收取的人民幣及其供應鏈相關出售銷售所收取的美元互相抵銷。為將外匯波動所產
生的虧損降至最低，及自人民幣可能升值取得最大利潤，本集團採納嚴謹的內部對沖政
策，據此，本集團於年內的政策為以人民幣持有本集團的大部分貨幣資產。年內，本集
團並無採納正式的對沖政策，亦無就對沖外匯應用工具。管理層將繼續靈活地監察外匯
風險，並作好準備於需要時迅速作出適當的對沖活動。

因此，本集團將繼續承受外匯風險，惟預期於日後不會出現對營運構成影響的重大外匯
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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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00�年��月��日，本集團的銀行存款��,�00,000港元、可供出售證券�,�00,000港元、
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000,000港元、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總賬面淨值���,�00,000港
元、按公平值以溢利或虧損列賬的投資物業��,�00,000港元，以及土地使用權的總賬面淨
值��,�00,000港元均予抵押，以作為本集團獲得一般銀行融資及銀行借款的擔保。

資本承擔

於�00�年��月��日，本集團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有�,�00,000港元的資本承擔，有關
承擔乃已訂約但並未於合併財務報表內撥備。

或然負債

於�00�年��月��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資料

於�00�年��月��日，本集團合共僱用約�,���名僱員，主要駐於中國、香港及歐洲。本集
團定期檢討其薪酬政策，而薪酬政策與每位員工的表現掛鈎，並以上述地區的現行薪金
趨勢為基準。

此外，本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旨在根據合資格參與者各自所作出的貢獻對其作出鼓勵
及回饋。

股息

鑑於在目前環球市況下有需要審慎分配資源，故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00�年��月��日
止年度的末期股息。因此，於�00�年��月�日支付的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相當於就�00�
年度支付的股息總額每股�.0港仙。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相信，高水平企業管治標準乃本公司成功的關鍵，而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
管治標準及常規。於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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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守則（「守則」）當中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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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自身進行本公司證券買賣的守則。本公司已就任何違反標準守則的事
宜對其全部董事進行具體查詢。本公司所有董事確認彼等自本公司上市以來已完全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閱賬目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
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聯交所網站公佈末期業績

本業績公佈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hembly.com。截至
�00�年��月��日止年度的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承董事會命
恒寶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岳欣禹

香港，�00�年�月�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岳欣禹先生、林漢強先生、鄧翠儀
女士、黃明揚先生及Marcello Appella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Antonio Piva先生及余建明先
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勞明智先生、浦炳榮先生及關雄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