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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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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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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35,070 356,306

經營利潤 2,284 6,19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7,501 7,407

邊際利潤（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佔收益的

比率） 2.2% 2.1%

基本每股盈利（美仙） 0.76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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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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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335,070 356,306

銷售成本 (274,029) (285,684)

毛利 61,041 70,622

其他虧損 — 淨額 (3,744) (60)

銷售及分銷開支 (7,841) (7,132)

一般及行政開支 (47,172) (57,238)

經營利潤 4 2,284 6,192

融資收入 5 6,658 3,286

融資成本 5 (768) (1,610)

融資收入 — 淨額 5 5,890 1,67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9) (25)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利潤 213 385

除所得稅前利潤 8,378 8,228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1,087) 1,467

期內利潤 7,291 9,695

應佔利潤╱（虧損）：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501 7,407

— 非控制性權益 (210) 2,288

7,291 9,69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之每股收益，
以每股美仙呈列

— 基本 7 0.76 0.75

— 攤薄 7 0.76 0.75

股息 8 2,253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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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利潤 7,291 9,695

其他綜合收益

外幣折算差額 102 (470)

期內總綜合收益 7,393 9,225

應佔期內總綜合收益：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475 7,125

— 非控制性權益 (82) 2,100

7,393 9,225

– 3 –



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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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6 8,868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200 104,970

無形資產 65,856 67,00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363 372

於共同控制企業的權益 10,070 9,813

遞延所得稅資產 491 991

其他非流動資產 4,207 4,346

非流動資產總值 191,963 196,362

流動資產

存貨 82,946 62,341

發展中物業 22,331 20,758

應收貿易帳款及票據 9 109,949 110,001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2,601 2,702

應收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企業款項 3,553 5,19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2,066 18,423

預付稅項 — 37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346 1,56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4,609 107,550

流動資產總值 309,401 328,901

資產總值 501,364 525,263

股本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權益

股本 9,927 9,925

其他儲備 11 131,972 102,110

保留盈利 124,585 122,320

266,484 234,355

非控制性權益 9,488 21,821

股本權益總值 275,972 25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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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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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82 27,071

一間附屬公司的一名少數股東的貸款 — 3,097

退休福利責任 2,902 2,841

遞延所得稅負債 6,815 6,781

應付代價及財務負債 — 31,259

非流動負債總值 35,499 71,04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帳款及票據 10 43,116 50,24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7,081 87,364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886 1,309

應付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企業款項 973 4,340

借貸 48,976 39,945

衍生金融工具 746 22

即期所得稅負債 7,115 14,816

流動負債總值 189,893 198,038

負債總值 225,392 269,087

股本權益及負債總值 501,364 525,263

流動資產淨值 119,508 130,86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11,471 32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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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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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細閱。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已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應

用及刊載者貫徹一致。

中期期間的所得稅按照預期年度總盈利適用的稅率累計。

(a)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和已修改準則

以下新訂及已修改的準則必須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採納。

. 香港會計準則17（修改）「租賃」刪除有關土地租賃分類的特定指引，以消除與租賃分類之一

般指引不符之處。土地租賃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17的一般原則分類為融資或經營租賃，即

租賃是否將資產擁有權附帶之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轉移至承租人。此會計政策的變動對本

集團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概無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3（修訂）「企業合併」和香港會計準則27「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香港會

計準則28「聯營公司投資」及香港會計準則31「合營企業權益」的其後修訂，適用於企業合

併的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報告期間或之後開始的日期。

. 該經修訂準則繼續對企業合併應用收購法，但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3比較，有些重大更

改。例如，購買業務的所有付款必須按收購日期的公平值入帳，而分類為債務的或然付款

其後須於利潤表重新計量。對於在被收購方的非控制性權益，可按逐項收購基準以公平值

或非控制性權益應佔被收購方淨資產的比例計量。所有收購相關成本應予支銷。

由於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3（修訂），故須同時採納香港會計準則27（修訂）「合併

及獨立財務報表」。香港會計準則27（修訂）規定倘控制權並無變動，且該等交易將不再產

生商譽或損益，則與非控制性權益進行的所有交易的影響於權益中列賬。此項準則亦訂明

失去控制權時的會計處理方法。任何於該企業的剩餘權益按公平值重新計量，並在損益帳

確認損益。

(b) 於二零一零年生效惟與本集團無關的準則、修改和對現有準則的解釋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17「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自二零零九年七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非現金分派，故該解釋目前

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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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的修改），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現時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故該修改與本集團無關。

. 香港會計準則39（修改）「合資格對沖項目」，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進行對沖，故該修改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修改）「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的交易」，自二零一零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以股份為基礎付款的交易，故該

修改目前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第一個對二零零八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

進計劃。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5「持作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有關的改進自二

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第二個對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

進計劃。所有改進均於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生效。

(c) 以下新準則、新解釋和對現有準則和解釋的修改已頒佈但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

度尚未生效，而本集團亦無提前採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金融工具」針對財務資產的分類和計量，有可能影響本集團財務資產

的會計處理。該準則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但可提前採納。本集團尚未全面評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的影響。本集團尚未決定於何時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

. 香港會計準則24（修訂）「關聯方披露」取代在二零零三年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24「關聯方披

露」。此修訂的香港會計準則24須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應用，惟可提前應用整項準則

或應用於政府相關企業。本集團將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應用修訂的香港會計準則24。

. 根據「供股的分類」（對香港會計準則32的修改），對於獲得固定外幣金額的供股，目前規定

此等供股必須作為衍生負債入賬。該修改規定倘有關供股權乃按比例發行予企業同一類別

的全體現有股東以獲得固定金額的貨幣，應分類為股本權益，而不論計算行使價的幣值為

何。該修改應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應用，惟可提前應用。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14「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的修訂，更正了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14「香港會計準則19 — 設定受益資產限額、最低資金

規定及其相互關係」中非其解釋意向的後果。倘無該修改，企業不得將自願就日後服務預

付最低資金供款所產生的盈餘確認為資產。此非頒佈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

公告14時的原意，而該修改更正了有關問題。該修改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

間生效，惟可提前應用。該修改應追溯應用於最早呈列的比較期間。該修改目前不適用於

本集團。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19「以權益工具抵銷財務負債」澄清企業與其債

權人重新商定財務負債條款，而債權人同意接納企業的股份或其他股本權益工具以償還全

部或部分財務負債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規定。該解釋自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年度期間生效，惟可提前應用。

. 「對首次採納者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比較資料披露的有限度豁免」（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

的修改）為首次採納者提供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的修改所載者相同的過渡條文，豁免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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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平值披露規定呈列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的比較資料。此修改須於二零一

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應用，惟可提前採納。由於本集團現時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故該修改與本集團無關。

.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第三個對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

進計劃。所有改進均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生效。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成衣及配件製造及貿易、提供貨運及物流服務以及房地產發展。收益包括來自

休閒服及時裝、生活時尚服裝、毛衣及配件的銷售收益，以及提供貨運及物流服務的收益。

執行董事被視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彼等基於用於作出策略決定時審閱的報告釐定營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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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及物流服務

以及房地產的表現。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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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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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總額 239,670 86,217 35,886 60,412 8,389 — 430,574

分類間收益 (93,182) (482) (1,241) (182) (417) — (95,504)

收益（來自外部客戶） 146,488 85,735 34,645 60,230 7,972 — 335,070

期內分類利潤╱（虧損） 6,547 949 (711) (1,748) 570 (800) 4,807

期內利潤╱（虧損）包括：

折舊及攤銷 (5,453) (1,213) (412) (2,284) (420) (472) (10,25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 — — (9) — (9)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利潤 213 — — — — — 213

所得稅開支 (579) (262) (40) (143) (63) — (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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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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總額 165,904 100,713 33,101 48,805 8,103 — 356,626

分類間收益 — — — — (320) — (320)

收益（來自外部客戶） 165,904 100,713 33,101 48,805 7,783 — 356,306

期內分類利潤╱（虧損） 9,940 5,859 73 (2,325) 1,237 (507) 14,277

期內利潤╱（虧損）包括：

折舊及攤銷 (6,472) (1,272) (510) (2,776) (446) — (11,47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 — — (25) — (25)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利潤╱

（虧損） 401 (16) — — — — 385

所得稅（開支）╱抵免 (901) 2,238 (125) (288) 543 — 1,467

分類間收益按照有關各方彼此協定的條款進行。來自外部人士的收益源自多名外部客戶，而向管理

層呈報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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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財務負債的估計變動以及財務負債按攤銷成本列帳的利息開支前的利

潤評估營運分類的表現。

期內分類利潤總額與利潤的對帳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分類利潤 4,807 14,277

公司開支 (3,969) (3,808)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 (3,087)

財務負債的估計變動 — 淨額 6,453 2,914

按攤銷成本列帳的財務負債的利息開支 — (601)

期內利潤 7,291 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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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可予呈報分類的資產與總資產的對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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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分類資產 211,620 71,771 64,871 80,387 31,341 30,450 490,440

其他分類資產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8 — — — 355 — 363

於共同控制企業的權益 10,070 — — — — — 10,070

221,698 71,771 64,871 80,387 31,696 30,450 500,873

未分配：

遞延所得稅資產 491

資產負債表所示資產總值 501,364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予呈報分類的資產與總資產的對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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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231,614 81,058 54,390 86,252 29,370 31,033 513,717

其他分類資產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8 — — — 364 — 372

於共同控制企業的權益 9,813 — — — — — 9,813

241,435 81,058 54,390 86,252 29,734 31,033 523,902

未分配：

遞延所得稅資產 991

預付稅項 370

資產負債表所示資產總值 525,263

資產總值根據分類的業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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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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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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122

無形資產攤銷 1,146 1,14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001 10,209

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491) (260)

滯銷存貨撥備 125 201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 3,087

償付應收款項減值（附註i） — 1,780

附註：

(i) 一家附屬公司的一名少數股東向本集團作出彌償保證，彌償本集團應佔附屬公司就收購附屬公

司日期之前進行的任何稅務申索而產生的任何虧損及開支。過往年度內，本集團已自該名少數

股東就稅務申索確認1,780,000美元的償付應收款項。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附

屬公司已終止確認2,967,000美元的相關稅務撥備。就此而言，本集團撇銷1,780,000美元的相

應償付應收款項。

5. 融資收入及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及透支的利息開支 (768) (1,009)

按攤銷成本列帳的財務負債的利息開支 — (601)

融資成本 (768) (1,610)

利息收入 205 372

財務負債的估計變動 — 淨額 6,453 2,914

融資收入 6,658 3,286

融資收入淨額 5,890 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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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抵免）

香港利得稅按16.5%（二零零九年：16.5%）的稅率就估計期內應課稅利潤作出撥備。海外利潤稅項

根據期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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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553 2,216

過往年度的超額撥備 — (3,510)

遞延所得稅 534 (173)

1,087 (1,467)

附註：

(i)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若干海外附屬公司根據其各自於香港境外營運國家產生的估計應課稅利潤

計提稅項負債撥備。董事已審閱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稅項撥備，並決定3,510,000

美元的稅項撥備再無必要並應取消確認。其後，3,510,000美元的款項已計入截至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期間的簡明合併利潤表。

(ii) 於過往年度，一家香港附屬公司收到由香港稅務局（「稅局」）發出有關二零零零╱零一年度至二

零零七╱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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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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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撥備。該附屬公司已通過儲稅券方式繳付金額

3,453,000美元。已付儲稅券金額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中計入預

付款項下。

(iii)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另有兩家附屬公司接受稅局的稅務稽查，並接獲二零零零╱零一年度至二

零零八╱零九評稅年度的補加評稅通知書，要求繳交稅項合共8,584,000美元。該等評稅部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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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內已就此計提足夠的稅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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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7,501 7,407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992,559 992,500

每股基本盈利（以每股美仙計算） 0.76 0.75

由於所有未行使購股權具反攤薄效力，故並無對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

每股盈利產生攤薄影響。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0.227美仙或相等於1.764港仙

（二零零九年：0.224美仙） 2,253 2,223

董事會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建議派付中期股息每股股份0.227美仙（二零零九年：每股股份0.224

美仙）。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未有反映該項應付股息。

9. 應收貿易帳款及票據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帳款及票據 110,779 111,322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830) (1,321)

應收貿易帳款及票據 — 淨額 109,949 1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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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30至90天的信貸期。應收貿易帳款（扣除減值撥備）按到期日分類的帳齡分析

如下：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81,776 75,905

1至30天 16,255 23,876

31至60天 4,329 4,218

61至90天 3,493 2,234

90天以上 4,096 3,768

款項到期但未有減值 28,173 34,096

109,949 110,001

10. 應付貿易帳款及票據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帳款及票據的帳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天 35,037 41,564

31至60天 2,481 2,010

61至90天 1,540 1,548

90天以上 4,058 5,120

43,116 5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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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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的付款 匯兌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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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116,998 11,722 (34,633) 1,730 6,293 102,110

外幣折算差額 — — — — (26) (26)

認沽期權終止後終止確認的

財務負債 — — 27,698 — — 27,698

向一名非控制性股東收購

附屬公司餘下權益 — — 2,136 — — 2,136

僱員行使購股權 20 — — (6) — 14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 — — 40 — 4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17,018 11,722 (4,799) 1,764 6,267 131,97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116,998 11,722 (35,572) 1,527 6,665 101,340

外幣折算差額 — — — — (282) (282)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 — — 128 — 128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116,998 11,722 (35,572) 1,655 6,383 10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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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負債，以及於認沽期權獲行

使、屆滿或終止後終止確認該等財務負債。

12. 結算日後事項

(a) 擬派中期股息詳情載於附註8。

(b)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本集團訂立一項協議，向一間關連公司Kardon International

Worldwide Limited（「Kardon」）及第三方Linktop Enterprises Limited收購Glory Silk

International Limited（「Glory」）、金群企業有限公司（「金群」）及德合投資有限公司（「德合」）

（統稱為「A.M.I集團」）全部權益，現金代價為13,000,000港元（相等於1,677,000美元），另加相

等於A.M.I集團營運資金淨額的款項。Kardon擁有A.M.I集團42%股本權益，為本公司董事陳

守仁先生間接擁有的公司。A.M.I集團主要於印尼從事成衣及紡織品製造。本集團仍在確定資

產及負債於收購日期的公平值，目前披露其各自的金額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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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業績及綜覽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約335,070,000美元，較二零

零九年同期減少6.0%。本集團收益減少，乃主要由於歐元貶值產生的外幣折算差額，以

及若干客戶縮減需求所致。

於回顧期內，棉花價格大幅上漲，中國內地最低工資上調，加上歐元貶值，均令營商環

境充滿挑戰，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邊際利潤帶來負面影響。原

材料價格上升，可以從中國棉花價格指數上漲及棉花價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首六個月超過30%的升幅得到印證。中國內地於二零一零年第二季最低工資約20%的升

幅直接打擊本集團的毛利率。因此，聯泰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整體

毛利減少至約61,041,000美元，而二零零九年同期則為70,622,000美元。

儘管營商環境挑戰重重，本集團一直繼續推行成本控制措施，從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開

支減少便可見一斑。

於回顧期內，融資收入大幅增加，其主因為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與其中一名合營夥伴就

On Time International Limited（本集團擁有60%權益的附屬公司）的合營業務訂立的期

權契據已告終止，因而終止確認由此產生的財務負債。終止期權契據的詳情載於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刊發的公佈內。董事會相信，取消期權契據可確保管理架構

維持穩定，對合營業務的長遠發展有利。

相比去年同期，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微升

1.3%至約7,501,000美元。

分類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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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來源，佔

期內本集團總收益約97.6%。

於回顧期內，休閒服及時裝分部旗下的女士服裝業務繼續錄得理想收益及利潤。然而，

休閒服及時裝分部之分類利潤下跌，主要是由於日本一名主要客戶的訂單減少所致，惟

管理層預期訂單數目於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將轉趨穩定。生活時尚服裝業務因受到歐元於

回顧期內貶值拖累而純利減少，毛衣分部則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錄得虧損，主要是由於

原材料成本的增幅未能轉嫁至客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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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分部的效率已見改善，儘管經營成本於回顧期內增加，惟經營虧損已於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所減少。

房地產分部仍處於發展階段，故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錄得任何收

益。

本集團的貨運及物流服務於回顧期內錄得收益約7,972,000美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

2.4%。

市場

按地區而言，歐洲及美國仍然是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主要

出口市場。我們由歐洲及美國市場產生的總收益合共佔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總收

益約79.8%。

鑑於本集團持續致力分散地區覆蓋範圍，及對中國市場尤其看重，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

上半年源自中國市場的收益增加至約21,253,000美元。

收購及合營企業

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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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刊發的通函所載，本公司的附屬公司For tune

Investment Overseas Limited與現有合營夥伴Ospella International Limited訂立一份買

賣協議，以收購Trinew Limited餘下40%持股權益。Fortune Investment Overseas

Limited於訂立買賣協議時已擁有Trinew Limited的60%權益股份，而Trinew Limited為

本集團配件分部的控股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收購事項已告完成，而Trinew

Limited現已成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管理層相信，是項收購可有助推行精益重整策

略精簡配件分部的業務，從而減省生產成本及提升本集團生產力。

如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刊發的公佈所披露，本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訂立一份協

議，以收購三間目標公司的全部股權。該三間目標公司均於印尼設有附屬公司，專門從

事毛衣製造，並擁有生產毛衣的專門製衣技術。管理層相信，透過收購事項，本集團可

將自設生產基地擴展至中國以外地區，更妥善地服務本集團客戶。

憑藉我們過往成功進行收購及合營企業的經驗，本集團無懼承擔適當風險，繼續推行收

購政策，藉以進一步強化集團的多元產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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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維持穩定。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總額約64,609,000美元，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減少42,941,000

美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總額約為74,758,000美元，較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7,016,000美元增加約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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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股東股本

權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0.0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分別於五年內到期，當中約48,976,000美

元須於一年內或應要求償還，約6,189,000美元須於第二年償還及約15,093,000美元須於

第三至第五年償還，以及約4,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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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絕大部份經營活動以美元、歐元、港元、

人民幣及披索計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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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景

隨著歐元匯率及棉花價格漸趨穩定，本集團相信成衣市場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將會較為

平穩。

然而，成衣及配件市場的激烈競爭，將繼續收窄小型業者的生存空間，故本集團會繼續

尋求具增值效益的收購及合營機會，以期擴大產品種類及分散地區風險。

如上文所述收購Trinew Limited餘下持股權益後，本集團相信配件分部將可加快整合客

戶計劃的進程，從而提高該分部日後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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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有重大不利影響。因此，在簡明合併財務資料內並無就有關負債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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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社會責任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全球有約2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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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環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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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確信企業管治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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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遵守監管規定及根據國際最佳常規，改善其公司管治政策。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

已於董事會（「董事會」）層面成立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銀行融資委員會，以就有關

事宜提供協助、建議及推薦意見，旨在保障本集團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會已審閱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並信納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內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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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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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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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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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股份1.764港仙（二

零零九年：1.736港仙）予在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六日或前後支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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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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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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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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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祖恆先

生及莫小雲女士；非執行董事陳偉利先生及盧金柱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銘潤先生、

張兆基先生及施能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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