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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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所導致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產生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UE YUEN INDUSTRIAL (HOLDINGS) LIMITED
裕元工業 （集團） 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51）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

集團財務摘要

• 二零一一年營業額為7,045.4百萬美元，較二零一零年之5,788.2百萬美元
增加21.7%。

• 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449.8百萬美元，較二零
一零年之479.5百萬美元減少 6.2%。

• 二零一一年每股盈利由二零一零年之29.08美仙減少6.2%至27.28美仙。

• 董事議決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 0.56港元，二零一零年則為每股 0.56港
元。（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之中期股息分別為每股 0.34港元及每股
0.34港元。）

• 二零一一年總產量由二零一零年之286.4百萬雙增加14.0%至326.6百萬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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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
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7,045,373 5,788,208
銷售成本 (5,489,700) (4,377,787)

  

毛利 1,555,673 1,410,421
其他收入 169,222 123,535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6,955 643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36,144) (1,865)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100) (900)
銷售及分銷開支 (542,283) (440,646)
行政開支 (513,396) (454,229)
其他開支 (170,076) (166,410)
視作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收益 18,767 1,267
於聯營公司投資之減值虧損 (500) (1,300)
於共同控制實體投資之減值虧損 (1,500) (1,700)
融資成本 (37,419) (40,422)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5,355 39,790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27,174 62,679

  

除稅前溢利 511,728 530,863
所得稅開支 3 (28,203) (35,025)

  

本年度溢利 4 483,525 495,838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449,829 479,507
非控股權益 33,696 16,331

  

483,525 495,838
  

美仙 美仙

每股盈利 6
－基本 27.28 29.08

  

－攤薄 23.15 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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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年度溢利 483,525 495,838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4,768 25,815
投資公平值變動之（虧損）收益 (4,024) 4,516
重新分類物業為投資物業前其
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692 –

就重新分類物業為投資物業前其
公平值變動確認之遞延稅項 (173) –

  

本年度之其他全面收益 41,263 30,331
  

本年度之全面收益總額 524,788 526,169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476,630 504,306
非控股權益 48,158 21,863

  

524,788 52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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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41,469 59,746
物業、機器及設備 1,849,997 1,668,055
就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15,156 4,704
預付租賃款項 189,000 182,494
無形資產 111,882 70,612
商譽 233,211 218,607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82,677 349,79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1,155 11,08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352,153 341,698
就收購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
餘下權益而已支付之按金 1,219 19,223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123,387 132,452
長期貸款應收款項 8,311 17,642
可供出售投資 30,959 21,463
租金按金及預付款項 25,927 22,375
衍生金融工具 22,363 46,024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507 –
遞延稅項資產 1,978 2,293
就建議收購一項業務支付之按金 3,127 –

  

3,416,478 3,168,267
  

流動資產
存貨 1,087,895 776,139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7 1,152,069 1,109,315
預付租賃款項 5,403 3,942
可收回稅項 1,435 2,692
可供出售投資 938 8,227
衍生金融工具 226 34,407
銀行結餘及現金 704,095 622,333

  

 2,952,061 2,557,055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之資產 104,725 –

  

3,056,786 2,557,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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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8 1,109,451 898,866
應付稅項 15,314 16,078
衍生金融工具 13,349 27,041
銀行借貸 453,951 226,318
可換股債券 283,377 –

  

1,875,442 1,168,303
與分類為持有作出售之資產有關之負債 38,550 –

  

1,913,992 1,168,303
  

流動資產淨值 1,142,794 1,388,75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559,272 4,557,019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 268,649
長期銀行借貸 415,120 483,731
遞延稅項 37,475 28,136

  

452,595 780,516
  

資產淨值 4,106,677 3,776,50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3,211 53,211
儲備 3,600,557 3,317,84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653,768 3,371,056
非控股權益 452,909 405,447

  

權益總額 4,106,677 3,77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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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應用之新訂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於本年度已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
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作為二零零九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之
修訂，作為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
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之

對比較數字披露之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財務報表所報告之金額及╱或此等
財務報表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惟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之
修訂除外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4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4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移金融資產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之披露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本規定之預付款項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4

1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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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對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
量引入新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經修訂）加入有關
金融負債及終止確認之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有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
內之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按商業模式持有而目
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之債務投資，以及僅為支付本金額及未償還本金額利息之合約現金
流之債務投資，一般均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
本投資均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公平值計量。

就金融負債而言，主要變動乃與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有關。尤其是，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就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而言，因金融負債
之信貸風險有變而導致其公平值變動之款額，乃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
收益呈報該負債信貸風險變動之影響，會產生或增加損益之會計錯配，則作別論。因金
融負債之信貸風險而導致其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過往，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全部公平值變動款額均於損益中呈
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
應用。董事預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將於本集團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之年度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中採納，並預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或會對就本集
團金融資產所呈報之款額構成影響。然而，在完成詳細檢討前，並無法提供有關影響之
合理估計。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頒佈五項有關綜合賬目、合營安排及披露之新訂或經
修訂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
零一一年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2號，並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該等準則可提早應
用，惟前提是須同時提早應用全部該等五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本公司董事預期該等新
訂或經修訂準則將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之綜合財務
報表應用，潛在影響如下文所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中有關綜合
財務報表之部分。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僅有一項綜合基準，即控制權。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載有控制權之新定義，包括三項元素：(a)對被投資方之權力，
(b)介入被投資方所得可變回報之風險或權利，及 (c)對被投資方行使其權力從而影響投
資者回報金額之能力。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已增加多項指引以處理複雜情況。總體
而言，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需要作出多項判斷。董事正釐定應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0號之財務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企業之權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1號處理應如何分類由兩方或多方共同控制之合營安排。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1號，合營安排分為兩類：合營企業及合營業務。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分類乃
基於各方根據有關安排之權利及責任。反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則有共同控制實體、
共同控制資產及共同控制業務三類不同之合營安排。

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項下之合營企業需採用會計權益法入賬，而香港會計準
則第31號項下之共同控制實體可以會計權益法或會計比例法入賬。本集團所有共同控制
實體現時以會計權益法入賬。董事正釐定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之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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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於其他實體之權益之披露」為一項披露準則，適用於在附屬公
司、合營安排、聯營公司或未綜合的結構實體等擁有權益之實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設立披露目標，並列明實體為達到有關目標須提供之最低披露要求，其旨在規定實
體應披露相關資料，以幫助財務報表之使用者評估其於其他實體之權益相關風險之性質
以及該等權益對財務報表之影響。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所載之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
所規定者更為全面。本公司董事認為就有關披露收集所需資料或須付出大量努力。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
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就調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而向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之資料着眼於按本
集團主要業務類別編製之收益分析以及本集團整體溢利。本集團業務之主要類別為鞋類
產品製造及銷售（「製造業務」）以及運動服產品零售及分銷（「零售業務」，包括經營及向零
售商及經銷商出租大型商業地方）。

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對營運分類之定義，本集團有一個營
運分類。茲報告上述主要業務產生之營業額之資料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製造業務 5,604,357 4,593,188
零售業務 1,441,016 1,195,020

  

總營業額 7,045,373 5,78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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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主要產品之收益

本集團來自主要產品之收益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運動鞋 3,680,208 3,064,704
便服鞋╱戶外鞋 1,239,572 943,413
運動涼鞋 81,151 64,217
鞋底及配件 548,283 477,191
零售－鞋類及服裝 1,431,349 1,185,683
其他 64,810 53,000

  

7,045,373 5,788,208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收益主要來自位於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歐洲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
客戶。本集團按客戶所在地區呈列之收益（不考慮貨品來源地）詳列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美國 2,010,832 1,709,146
歐洲 1,541,506 1,180,379
中國 1,977,072 1,597,100
其他 1,515,963 1,301,583

   

7,045,373 5,788,208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越南及印尼進行業務活動。本集團按資產所在地區呈列非流動資產
之資料詳列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中國 1,328,906 1,271,838
印尼 445,170 360,334
越南 414,146 338,268
其他 45,209 37,546

  

2,233,431 2,007,986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商譽、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就收購於
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餘下權益而已支付之按金、遞延稅項資產以及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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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佔本集團全年總收益超過10%之客戶所帶來之收益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客戶甲 1,564,860 1,308,802
客戶乙 1,153,476 943,077

  

3.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應佔稅項：

現行稅項
香港利得稅（附註 i）
－本年度 743 588
－過往年度 – 22,176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附註 ii）
－本年度 21,589 9,681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041 561

海外稅項（附註 iii）
－本年度 5,866 3,93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146

  

29,239 37,084
遞延稅項抵免 (1,036) (2,059)

  

28,203 35,025
  

(i) 香港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個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期間，香港稅務局（「香港稅務局」）向本集團若
干全資附屬公司發出保障性利得稅評稅。經過其後進行一連串磋商，本集團於二零
一零年六月初與香港稅務局達成妥協安排，以約22,176,000美元作為該等附屬公司
於一九九七╱一九九八至二零零八╱二零零九課稅年度（即截至一九九七年至二零
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利得稅之完全和最終和解。此筆應付款項已於截
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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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國

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稅率規則及法規，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於中國成立之附屬
公司之應課稅溢利之25%之法定稅率計算，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a) 根據中國有關法例及規定，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自其首個獲利年度起，
獲豁免繳納兩年中國所得稅，及於隨後三年獲適用稅率減半之優惠。此等稅
務寬免期及寬減將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二年期間到期。

就根據當時現有稅務優惠待遇有權享有未動用稅務寬免期（包括兩免三減半）
之實體而言，未動用之稅務寬免期可結轉至未來年度，直至屆滿為止。然而，
倘實體因錄得虧損而尚未開始其稅務寬免期，則有關稅務寬免期會被視為於
二零零八年起開始。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於直至二零零八年為止仍然錄得虧損，
有關附屬公司之稅務寬免期因此視作於二零零八年開始。

(b)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財務部╱海關總署關於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問題的通
知（財稅 [2001]第202號）》、有關國家政策以及向有關稅務局取得之批准，於二
零零一年至二零一零年期間，位於中國西部特定省區並從事特定促進產業之
若干附屬公司，當來自鼓勵發展行業之年度收益佔該財政年度總收益逾70%，
即可按優惠稅率 15%繳稅。根據本年度頒佈之《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
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 [2011]第58號）》，有關稅務優惠待遇進一步延長
由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二零年之十年期間，條件是企業屬於「西部地區鼓勵類
產業目錄」（「目錄」）所界定的促進行業。由於目錄尚未頒佈，若干附屬公司是
否可於二零一一年繼續享有優惠稅率15%仍未確定。

根據《國務院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優惠政策的通知（國發 [2007]第39號）》，上文第
(a)項所述企業所得稅減免繼續有效，直至有關減免屆滿為止。待達成上列條件後，
上文第 (b)項所載之稅務優惠仍繼續適用於實施中國企業所得稅法。

(iii) 海外

根據日期為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之第58/99/M號法令第2章第12節，於澳門成立之
若干附屬公司獲豁免繳納澳門補充稅。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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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年度溢利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年度溢利於扣除以下各項後計算：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基本薪金及津貼 1,452,223 1,111,961
－退休金計劃供款 40,059 32,965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2,473 1,578

  

1,494,755 1,146,504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5,060 5,385
核數師酬金 2,099 1,831
攤銷無形資產（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 5,746 4,627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08,549 179,018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187 8,753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 – 8,203
視作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部分權益之虧損 – 31
取消註冊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36
就應收貨款確認之減值虧損 2,206 422
就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2,014 –
研究及開發費用（計入其他開支） 153,656 131,123
分佔聯營公司稅項（計入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6,838 4,737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稅項（計入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9,495 9,731

及已計入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1,004 11,631
收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額外權益之優惠購買收益 – 338
來自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1,167 273
匯兌收益淨額 40,248 15,495
撥回存貨撥備淨額 21 1,257
撥回應收貨款之減值虧損 1,060 653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85
取消註冊附屬公司之收益 764 125
出售土地租賃之收益 2,846 4,931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17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776
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325 –
來自供應商之補助、回贈及其他收入 32,628 21,529
提供水電之公用設施收入 5,813 8,384
外包加工收入 687 8,082
扣除直接經營開支約239,000美元（二零一零年：199,000美元）
前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8,235 8,419

  

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為綜合
收益表內之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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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二零一一年中期股息每股0.34港元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中期股息每股0.34港元） 72,018 71,993

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0.56港元
（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0.55港元） 118,555 116,756

  

190,573 188,749
  

董事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56港元。擬派股息約
923,400,000港元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或之前向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四日名列本
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

擬派股息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方告落實。

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盈利：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 449,829 479,507

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
可換股債券內含衍生工具之公平值變動（附註 a） (24,768) –

可換股債券之融資成本（扣除所得稅）（附註 a） 13,261 –
  

藉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 438,322 47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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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1,648,928,486 1,648,928,486

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
二零一一年美元認購期權 78,504,672 78,504,672

二零一五年美元認購期權 92,247,920 36,393,700

可換股債券（附註 a） 73,480,373 –
  

藉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1,893,161,451 1,763,826,858
  

附註：

(a) 於計算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時並未假設已兌換本公
司之尚未兌換可換股債券－二零一一年零息可換股債券，此乃因假設二零一一年可
換股債券獲行使將令年內之每股盈利增加。

(b) 由於寶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寶勝」）之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寶勝股份各年度之全
年平均市價，因此計算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
度之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寶勝之購股權獲行使。

7.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介乎三十至九十天之信貸期，而信貸期乃與各貿易客戶協
定。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約782,079,000美元（二零一零年：720,430,000美元）之應
收貨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其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576,200 505,508

三十一至九十天 188,892 200,036

九十天以上 16,987 14,886
  

782,079 7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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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約 537,680,000美元（二零一零年：440,538,000美元）之應付貨
款及應付票據，其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400,002 331,718

三十一至九十天 112,925 87,154

九十天以上 24,753 21,666
  

537,680 440,538
  

9. 或然項目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就授予下列公司銀行信貸而向銀行作出之擔保

(i) 共同控制實體
－擔保金額 91,855 99,774

－已動用金額 59,008 54,493

(ii) 聯營公司
－擔保金額 26,269 36,914

－已動用金額 17,838 22,287

(iii) 一間前附屬公司
－擔保金額 12,507 –

－已動用金額 12,5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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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
辦理股東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手續。為確定有權出席本公司股
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之身份（「股東週年大會資格」），所有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
中心26樓。股東週年大會資格之記錄日期將為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三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四日（包括首尾兩日）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手續。為確定符合資格獲派
末期股息之股東之身份（「末期股息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末期股
息資格之記錄日期將為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財務摘要及業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7,045.4百萬美元，較去
年增加21.7%，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較去年下跌6.2%至449.8百萬美元。每股基
本盈利較去年下跌 6.2%至27.28美仙。

扣除所有一次性質項目，經常性純利為464.6百萬美元，較去年減少7.3%。

業務回顧

整體概覽

本集團之鞋類製造業務於產量及營業額方面維持增長動力，但主要由於原材
料成本持續上漲及工廠工資不斷上升，利潤率仍然受壓，本集團及品牌需聯手
為應對負面因素而 優化生產及改善供應鏈。

作為本集團最大市場，亞洲地區的銷售較去年穩步增長 26.2%。本集團第二大
市場美國，銷售亦錄得 17.7%的按年增長。歐洲市場較去年錄得 30.6%的增長。
南美亦取得 6.2%之銷售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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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市場地域劃分之總營業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與去年比較
%變動百萬美元 % 百萬美元 %

美國 2,010.8 28.5 1,709.1 29.5 17.7
歐洲 1,541.5 21.9 1,180.4 20.4 30.6
亞洲 2,870.2 40.8 2,274.5 39.3 26.2
南美 352.4 5.0 331.9 5.7 6.2
加拿大 99.2 1.4 143.6 2.5 (31.0)
其他地區 171.3 2.4 148.7 2.6 15.2

     

總營業額 7,045.4 100.0 5,788.2 100.0 21.7
     

本集團主要產品類別運動鞋之銷售按年增長20.1%。銷售增長最強之便服鞋╱戶
外鞋類別則錄得31.4%的按年增長。兩個類別之大型品牌客戶均能夠推出一系
列設計新穎之款式，吸引消費者注意並刺激銷售。基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錄得
穩定增長，加上中國消費者熱衷購買知名的運動鞋類及服裝品牌，從而推動零
售按年增長。

按產品類別劃分之總營業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與去年比較
%變動百萬美元 % 百萬美元 %

運動鞋 3,680.2 52.2 3,064.7 52.9 20.1
便服鞋╱戶外鞋 1,239.6 17.6 943.4 16.3 31.4
運動涼鞋 81.2 1.2 64.2 1.1 26.5
零售－鞋及服裝 1,431.3 20.3 1,185.7 20.5 20.7
鞋底、配件及其他 613.1 8.7 530.2 9.2 15.6

     

總營業額 7,045.4 100.0 5,788.2 100.0 21.7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底，本集團於中國之直營櫃位╱店舖總數約為3,055家，於大
中華區有3,357個次分銷商。

回顧年內，本集團增加生產線數目 16.7%至537條生產線。此等新生產線多數位
於其三個主要生產基地中國、印尼及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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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回顧

回顧期內，本集團生產合共326.6百萬雙鞋，較去年增加14.0%。整體而言，本集
團之主要客戶之銷售錄得蓬勃增長，銷售便服鞋╱戶外鞋之客戶銷售更為理
想。鞋類平均售價較去年增加 7.7%。

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本集團已增加產能。於年度結束時已有合共 537條生
產線（二零一零年：460條），較去年增加16.7%。生產之地區分佈與以往年度相
若，分別於中國、印尼、越南及其他國家設有255條（二零一零年：226條）、134條
（二零一零年：114條）、140條（二零一零年：120條）及8條（二零一零年：0條）生產
線。

儘管製造環境更為困難，中型及小型鞋類製造商對鞋底及配件之需求強勁。本
集團之業務單位因此能夠向該等鞋類製造商出售產品以產生不俗的溢利。該
業務單位之現有產能足夠應付本年度達 613.1百萬美元之營業額。

成本回顧

就國際品牌之製造業務而言，全年總銷售按年增長22.2%，直接勞工成本則錄得
38.5%增幅。財政期間內主要材料成本增加24.6%，生產經常費用按年上升26.6%。

產品開發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動用153.7百萬美元於產品研發，較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增
加17.2%。作為持續業務關係之一部分，本集團其中一個重要角色為配合品牌
產品開發部門成立相對應之提供服務單位。產品開發開支項目包括樣本開發、
技術開發模組之準備工作，並提升生產效率。就每名擁有研究╱開發團隊之主
要品牌客戶而言，本集團內設有專為上述研究╱開發團隊而設之相應獨立產品
研發中心。除產品開發工作外，本集團與客戶還緊密合作以優化生產週期及利
用領先技術生產優質鞋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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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持續穩健。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
現金項目為 704百萬美元（二零一零年：622百萬美元），借貸總額為1,152百萬美
元（二零一零年：979百萬美元）。資產負債比率（借貸總額對比權益總額）為28%
（二零一零年：26%）及淨負債與權益比率（扣除手頭現金後借貸總額對比權益總
額）維持11%（二零一零年：9%）。淨負債與權益比率較低，反映出本集團欲將借
貸保持在可控制水平。

資本開支

資本開支增至516.6百萬美元（二零一零年：348.8百萬美元），乃由於本集團為擴
張珠三角地區以外之產能而作出所需投資。本集團將約 160.7百萬美元用於興
建新廠房建築及附屬設施（主要位於中國、越南及印尼）。同時，62.4百萬美元用
於建築物及物業，以及219.8百萬美元用於機器及租賃裝修。

股息

本集團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0.56港元（二零一零年：0.56港元），全年股息為每
股0.90港元（二零一零年：0.90港元），與去年相同。

本集團之經營現金流量依然強勁，並將維持合適之現金儲備水平。本集團貫徹
其隨時間穩定地增派一般股息之政策。二零一一年之派息率為42%，與二零一
零年之40%相若。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亞洲之多項製造設施僱用約370,000名員
工。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乃根據個別員工全年表現而定，並給予全體員工平等機
會。本集團亦向致力提出創新建議改善生產力之僱員按表現酌情發放花紅作
為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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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止兩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按年躍升約15%至約12億美
元。

鑒於經濟復甦動力緩慢，預期二零一二年全球經濟環境將仍然波動。預算赤字
龐大之發展成熟國家將持續發出負面消息的情況，或會導致該等國家之消費
者對消費卻步而增加儲蓄。然而，二零一二年六月舉行之歐洲盃及二零一二年
八月舉行之奧運會應會繼續刺激客戶購買運動鞋類及運動服飾。

倘中國之消費者購買力於來年繼續提升，本集團之零售業務將可進一步錄得
銷售增長。

企業社會責任

本集團繼續投放資源以提升生產力以及保持工作環境安全。年內，本集團亦作
出多項環保投資。可持續發展部門現領導所有有關企業社會責任之計劃及環
保工作。企業社會責任肩負雙重使命，不僅負責有關工廠及社會之事宜，同時
亦處理管理層與工廠員工之間問題。為進一步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水平，本集團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加入公平勞動協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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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一直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原則並遵守其規定，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之情
況則除外。

本公司尚未採納守則條文第A.4.1條，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按
固定年期獲委任，並須經重選連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並無固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輪值退任。由於非執行董事須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本公司認
為已採取充足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遜於守則所載規定。

董事重選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第86(2)條及第87條，龔松煙先生、李義男先生、劉
連煜博士、梁怡錫先生及朱立聖先生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舉行之應屆股
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為董事。有關建議重選之退任董事之進一步詳情將於
本公司向本公司全體股東寄發之通函內披露，而該通函將於適當時候連同本
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一併寄發。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本公司
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會同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
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yueyuen.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
年報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並於適當時間刊載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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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公司謹藉此機會向客戶、供應商及股東一直鼎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並對員
工之專注投入深表謝意，全賴他們努力不懈，本公司始能達致過往錄得之卓越
增長。

於本公佈日期，蔡其能先生（主席）、蔡乃峰先生（董事總經理）、郭泰佑先生、龔
松煙先生、詹陸銘先生、李義男先生、蔡佩君女士、過莉蓮女士及李韶午先生
為執行董事；而劉連煜博士、梁怡錫先生、黃明富先生及朱立聖先生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蔡其能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網站：www.yueyu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