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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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未經審核第二份中期業績

集團財務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增加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分比

營業額（千美元） 7,297,887 7,045,373 3.5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經常性 

 溢利（千美元） 467,704 464,558 0.6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非經常性 

 溢利（虧損）（千美元） 38,540 (14,729) 不適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506,244 449,829 12.54%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30.70 27.28 12.54%

每股股息   

 第一次中期股息（港元） 0.35 0.34 2.94%

 第二次中期股息（港元） 0.65 不適用 不適用
 末期股息（港元） 不適用 0.56 不適用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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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裕元」）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
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3 7,297,887 7,045,373
銷售成本  (5,635,506) (5,489,700)
   

毛利  1,662,381 1,555,673
其他收入  154,869 169,222
銷售及分銷開支  (621,381) (542,283)
行政開支  (530,005) (513,396)
其他開支  (195,566) (170,076)
融資成本  (38,073) (37,419)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4 (8,008) (36,144)
收購業務應付代價之公平值變動  (2,309) –
視作出售共同控制實體之收益  5,898 18,767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5,761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 6,955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 (100)
於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投資
 之減值虧損  (9,345) (2,00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44,502 35,355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46,230 27,174
   

除稅前溢利  514,954 511,728
所得稅開支 5 (15,152) (28,203)
   

本期溢利 6a 499,802 483,525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506,244 449,829
 非控股權益  (6,442) 33,696
   

  499,802 483,525
   

  美仙 美仙
每股盈利 8
 －基本  30.70 27.28
   

 －攤薄  28.92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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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溢利 499,802 483,525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6,744 44,768

投資公平值變動之收益（虧損） 1,525 (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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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之其他全面收益 28,269 41,263
  

本期之全面收益總額 528,071 524,788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525,962 476,630

 非控股權益 2,109 48,158
  

 528,071 52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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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41,469 41,469
 物業、機器及設備  1,891,634 1,849,997
 就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17,262 15,156
 預付租賃款項  184,315 189,000
 無形資產  143,073 111,882
 商譽  282,578 233,211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404,358 382,67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6,196 11,155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374,855 352,153
 就收購於共同控制實體之
  餘下權益而已支付之按金  – 1,219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108,743 123,387
 長期貸款應收款項  817 8,311
 應收可換股票據  4,178 –
 可供出售投資  21,513 30,959
 租金按金及預付款項  25,166 25,927
 衍生金融工具  581 22,363
 已抵押銀行存款  – 12,507
 遞延稅項資產  3,496 1,978
 就建議收購一項業務支付之按金  – 3,127
   

  3,510,234 3,416,478
   

流動資產
 存貨  1,234,095 1,087,895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223,087 1,152,069
 預付租賃款項  5,421 5,403
 可收回稅項  8,812 1,435
 可供出售投資  – 93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9,021 –
 衍生金融工具  1,301 226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694 –
 銀行結餘及現金  799,530 704,095
   

  3,293,961 2,952,061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之資產  1,674 104,725
   

  3,295,635 3,05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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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125,891 1,109,451

 應付稅項  17,808 15,314

 衍生金融工具  1,512 13,349

 銀行借貸  756,388 453,951

 銀行透支  9,539 –

 可換股債券  – 283,377
   

  1,911,138 1,875,442

 與分類為持有作出售之資產有關之負債  – 38,550
   

  1,911,138 1,913,992
   

流動資產淨值  1,384,497 1,142,79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894,731 4,559,272
   

非流動負債
 收購業務之應付代價  20,753 –

 長期銀行借貸  402,395 415,120

 遞延稅項負債  45,439 37,475
   

  468,587 452,595
   

資產淨值  4,426,144 4,106,67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3,211 53,211

 儲備  3,936,598 3,600,5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989,809 3,653,768

非控股權益  436,335 452,909
   

權益總額  4,426,144 4,10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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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所載適用
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業績
之申報」而編製。

根據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財政年結日由九月三十日
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以與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之主要營運附屬
公司之法定財政年結日一致。因此，本中期財政期間涵蓋由二零一一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一二
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期間，而比較數字則涵蓋由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十二個月期間。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原則編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則按公平值計量。

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
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而對本集團由二零一一年十月一日起
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期間生效之多項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中期期間採用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
對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匯報之款額及╱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構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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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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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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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運動鞋品及服飾產品零售及分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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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運決策者認為，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

號對營運分類之定義，本集團只有一個營運分類。

茲報告上述主要業務產生之營業額之資料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製造業務 5,661,625 5,604,357

零售業務 1,636,262 1,441,016
  

總營業額 7,297,887 7,045,373
  

4.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公平值變動虧損為：
 －合資企業認購期權 (20,917) (15,601)

 －港元認購期權 (3) (31,997)

 －可換股債券內含衍生工具 – 24,768

 －可換股票據內含衍生工具 (3) –

 －其他衍生金融工具 12,915 (13,314)
  

 (8,008) (3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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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應佔稅項：

現行稅項支出：
 香港利得稅（附註i） 697 743

 中國企業所得稅（附註ii） 12,251 21,589

 海外稅項（附註iii） 7,523 5,86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中國企業所得稅（附註ii） (401) 1,041

 海外稅項（附註iii） 166 –
  

 20,236 29,239

遞延稅項抵免 (5,084) (1,036)
  

 15,152 28,203
  

附註：

(i) 香港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ii) 中國

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規則及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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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稅項寬減已於或將於二零一二年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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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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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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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從事特定國家促進產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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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於二零一一年頒佈之《財政部、海關總署、國家稅
務總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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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是企業須從事「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目錄」（「目錄」）所界定的國家促進行業。
本公司董事認為，相關附屬公司是從事目錄中的國家促進行業並且於本期繼續
享有15%之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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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載的稅務優惠仍繼續在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中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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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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本期溢利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溢利於扣除以下各項後計算：

總員工成本 1,562,592 1,494,755

有關租賃土地及樓宇、零售店舖以及廠房及
 機器之經營租約租金 234,546 202,707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4,993 5,060

攤銷無形資產（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 7,913 5,746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40,319 208,549

存貨撥備淨額 1,037 –

就應收貨款確認之減值虧損 10,005 2,20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 187

研究及開發費用（計入其他開支） 164,118 153,656

及已計入其他收入：

匯兌收益淨額 19,572 40,248

撥回存貨撥備淨額 – 21

撥回應收貨款之減值虧損 – 1,06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8,429 –

來自供應商之補助、回贈及其他收入 30,633 3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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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經常性溢利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 506,244 449,829
  

減：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非經常性收入（開支）（附註）

  視作出售共同控制實體之收益 5,898 18,767

  於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權益之減值虧損 (9,345) (2,000)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 (100)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8,008) (36,144)

  收購業務應付代價之公平值變動 (2,309)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5,761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18,177 –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8,830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扣除稅項） – 5,216

  非控股權益應佔金額 9,536 (46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非經常性溢利（虧損） 38,540 (14,72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經常性溢利 467,704 464,558
  

附註：

董事認為，此等收入（開支）屬於非經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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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二零一二年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0.35港元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中期股息每股0.34港元）（附註） 74,380 72,018

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每股0.56港元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0.56港元） 119,084 118,555
  

 193,464 190,573
  

附註：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期間
之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0.35港元（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
每股0.34港元）。第一次中期股息約577,12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560,636,000港元）已於二零
一二年七月十三日派付予本公司股東。

根據本公司董事會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之會議之決議案，本公司董事會宣派截
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期間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0.65港元。第二次中期
股息約1,071,804,000港元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派付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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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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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溢利 506,244 449,829

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
 可換股債券之融資成本（扣除所得稅） 1,856 13,261

 可換股債券內含衍生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 (24,768)
  

藉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本期溢利 508,100 43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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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之已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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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3,089 78,504,672

 二零一五年美元認購期權 92,247,920 92,247,920

 可換股債券 7,650,011 73,480,373
  

藉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期內之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1,756,999,506 1,893,161,451
  

附註：

由於本公司上市附屬公司寶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寶勝」）之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寶勝股
份相關期間之全年平均市價，因此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之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寶勝之購股權獲行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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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216,000美元（二零一一年：782,079,000美元）之應收貨款
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其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628,964 576,200

三十一至九十天 186,274 188,892

九十天以上 23,978 16,987
  

 839,216 78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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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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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913,000美元（二零一一年：537,680,000美元）之應付貨款
及應付票據，其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334,503 400,002

三十一至九十天 82,487 112,925

九十天以上 19,923 24,753
  

 436,913 537,680
  

11. 或然項目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或然項目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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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94 91,855

 －已動用金額 46,334 59,008

(ii) 聯營公司
 －擔保金額 30,617 26,269

 －已動用金額 15,402 17,838

(iii) 一間前附屬公司
 －擔保金額 12,694 12,507

 －已動用金額 12,694 1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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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報告期後事項
寶勝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宣佈，其建議透過供股集資約522.9百萬港元（相當於約67.5

百萬美元）至526.7百萬港元（相當於約68.0百萬美元）（扣除開支前），據此，將以於記錄日期
每持有四股現有股份發行一股供股股份之原則，以每股供股股份0.491港元之認購價，發行不
少於1,065,006,290股供股股份及不多於1,072,701,165股供股股份（「供股」）。

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Major Focus Management Limited（「Major Focus」）已承諾認購Major 

Focus獲配發之供股股份，並全數包銷其他並非配發予Major Focus之供股股份。

寶勝從供股所得之款項淨額約為518.8百萬港元（相當於約66.9百萬美元）。本集團從供股所得
之款項淨額（經公司間對銷後）約為90.8百萬港元（相當於約11.7百萬美元）。所有供股股份已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八日獲發行及繳足，且在各方面均與寶勝現有股份擁有相同地位。

供股完成後，本集團於寶勝之持股量由約56.82%增加至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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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中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期間之第二次中期股
息每股0.65港元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星期二）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第二次中
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五）派付。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三年一月十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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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符合資格獲
派第二次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星期
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
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更改財政年結日

誠如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所公佈，本公司董事會議決將本公司之財政年度年
結日由九月三十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使本公司之財政年度年結日與本公
司之主要營運附屬公司（有關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法定財政年度年結日一致。
因此，本公司於更改財政年度年結日後的首個財政期間為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之十五個月。

財務摘要及業務回顧

業績

本集團之總營業額按年增長3.6%至約7,297.9百萬美元。經常性溢利增長0.7%。本集
團於期內亦錄得非經常性溢利。請參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之附註6b以得知有
關產生非經常性溢利之項目的詳細披露。若將上述兩類溢利合計，則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二零一二財政年度首十二個月期間之純利約為506.2百萬美元。

營運

於二零一二財政年度首十二個月，由於品牌客戶對發出訂單之態度變得更為審慎，
本集團鞋類製造業務的營業額僅增長1.5%至5,074.1百萬美元：運動鞋及便服鞋╱
戶外鞋的銷售額分別增長1.8%及0.5%。總鞋類產量下降5.4%至308.9百萬雙。本集
團鞋類製造業務在美國及亞洲地區的營業額均錄得增長，但在歐洲則錄得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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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地區的運動鞋品及服飾產品零售及批發業務方面，銷售額於二零一二財政年
度首十二個月增長13.6%至1,636.3百萬美元，主要由收購地區零售商、開設新店，
以及清理庫存後的促銷活動所推動。

按產品種類劃分之總營業額

   與去年同期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比較變動
（所有數字約整至百萬位） 百萬美元 % 百萬美元 % 百分比

運動鞋 3,746.4 51.3 3,680.2 52.2 1.8

便服鞋╱戶外鞋 1,245.5 17.1 1,239.6 17.6 0.5

運動涼鞋 82.2 1.1 81.2 1.2 1.2

零售營業額 1,636.3 22.4 1,441.0 20.5 13.6

鞋底、配件及其他 587.5 8.1 603.4 8.5 (2.6)
     

總營業額 7,297.9 100.0 7,045.4 100.0 3.6
     

按市場地域劃分之總營業額

   與去年同期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比較變動
（所有數字約整至百萬位） 百萬美元 % 百萬美元 % 百分比

美國 2,035.9 27.9 2,010.8 28.5 1.2

歐洲 1,465.8 20.1 1,541.5 21.9 (4.9)

亞洲* 3,133.3 43.0 2,870.2 40.8 9.2

南美洲 374.3 5.1 352.4 5.0 6.2

加拿大 103.0 1.4 99.2 1.4 3.8

其他地區 185.6 2.5 171.3 2.4 8.3
     

總營業額 7,297.9 100.0 7,045.4 100.0 3.6
     

* 撇除零售額，亞洲市場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的營業額分別為1,497.0百萬美元及1,429.2
百萬美元，分別佔相關年度的總營業額的20.5%及20.3%。

期內，本集團的毛利增長6.9%至1,662.4百萬美元（二零一一年：1,555.7百萬美元），
主要是因為所採購的材料及能源單位的現貨價格保持穩定。工廠營運效率的逐漸
提升亦為毛利改善作出貢獻。與此同時，由於亞洲（特別是中國）的通脹環境令到
工資上漲及租賃成本上升，銷售、分銷及行政開支增加9.1%至1,151.4百萬美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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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一年：1,055.7百萬美元）。分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業績改善45.1%至90.7

百萬美元（二零一一年：62.5百萬美元）。在上述各項的推動下，本集團的擁有人應
佔純利為506.2百萬美元。

展望

運動鞋品及服飾產品的消費市場可因為消費者的喜好和口味轉變而迅速改變。基
於本集團之業務架構，本集團認識到，其必須對全球製造業務以及中國的零售業
務採取更為以顧客為導向的策略。製造業務方面，本集團期望通過供應鏈整合及
優化製造模式來提高生產能力，在多變的市況中以優質和靈活的生產方案來服務
其品牌客戶。零售業務方面，本集團一直優化其營運，以便能夠參考最新而流行
的消費者喜好來訂立銷售計劃，此亦會有助庫存管理的顯著提升。預期上述兩個
業務範疇將可錄得溫和的銷售增長，而盈利增長則會受市場變化帶來的挑戰所影
響。長遠而言，本集團預期運動鞋品及服飾產品將會面對更大的需求，而本集團在
各方面的優化及改進，將有利於擷取未來需求上升的商機。

財務狀況

本集團維持穩健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項目達790.0百萬美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704.1百萬美元），借貸總額則為
1,158.8百萬美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1,152.4百萬美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之債務淨額為368.8百萬美元，而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債務淨額為448.3

百萬美元。資產負債比率為26%（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28%）及淨負債與權益比
率為8%（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11%）。資產負債比率乃按借貸總額對比權益總
額計算，而淨負債與權益比率則按扣除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後借貸總額對比權益
總額計算。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之資本開支為252.2百萬美元，較
去年同期削減51.2%。約247.5百萬美元之資本開支是關於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而2.6百萬美元是關於收購預付土地租賃。

企業社會責任

本公司深明鞋類產品製造行業已進入全新的競爭時代。製造商若要領導同儕，則
必須在可持續發展的領域有出類拔萃的表現。



19

昨日的焦點－生產導向策略

過去，業界的焦點只會放在建立原設備製造╱原設計製造的生產能力，甚少關注
營運透明度及是否需要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因此，改善工廠營運的意欲不大，亦不
會嘗試達到任何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發生的事件影響到工廠員工、環境以及品牌
形象。對事件的處理流於見步行步，並無考慮可持續發展的長遠需要。

今日的焦點－工廠自主

面對各界對行業有所期許，製造商遂建立管理人員問責制度，並且實行以防範未
然的態度管控營運事件的框架。不同的品牌已經制訂企業社會責任標準讓供應商
遵守。本公司相信，由於其為多個品牌客戶的合作伙伴，其應制訂本身的企業社會
責任標準，務求在任何時候也遵守最佳守則。

明日的焦點－領導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追求製造業務的可持續發展是邁步向前的關鍵。製造業務內保持接連不斷的溝通，
是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本公司期望與品牌客戶及社會組織建立合作伙伴
關係，由此衍生出以具創意的方式將本公司與其不同的客戶和利益相關者連成一
線。本公司明白，主要企業與社群的互動，可產生「跨越合規層面」的提案。

本公司力求領導同儕，要求自己不滿足於遵守基本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而是力
求本身的表現能夠履行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社會責任。時至今日，單單遵守訂明的
合規方法以達到品牌客戶要求已經不再足夠。本公司相信，通過制訂本身的企業
社會責任標準來追求可持續發展，將令到其與品牌客戶的合作關係更加牢固。本集
團最近加入了公平勞動協會等組織，協助制訂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
公平勞動協會的「可持續發展合規方案」審核計劃極為適合製造商使用，提供了一
套衡量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環境及健康╱安全規定的全面方法。本集團將採納公
平勞動協會的可持續發展合規方案的規定，從而在本集團位於亞洲各地的所有不
同工廠內順利發展出一套「劃一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本集團亦會審視其他方法
（如世界體育用品工業聯盟所建議的方法），以在業內推廣及提升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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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相信，必須於以下景況中，在人員、產品和盈利之間取得適當平衡，才能成
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融入業務職能及加強生產規劃
這是通過將前期和後期的生產計劃融合在一個生產藍圖而實現。一份良好的藍圖
提供戰略管理，可減少生產空檔、重複、風險、浪費以及避免有關人員、產品及盈
利的後期問題。這亦有助在幾乎所有範疇促進更佳管理。通過融入精簡、環保和以
人為本的思維管理，員工獲賦權以追求可持續發展的製造及表現。

準備好應對瞬息萬變和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的挑戰
通過投資於一套全面的人力管理方案以建立一個擁有人才、技能和智慧的組織，
人才成為公司資產。尊重文化差異，社會聯繫變得更為鞏固，平等的觀念亦得到維
護，隨之營造出和諧的工作環境。當今的商業世界環境瞬息萬變，競爭激烈，由於
新產品日趨複雜及製造要求提升，生產線中不斷引入時刻在變的新技術及程序，
因此員工需要作更好準備以求適應。因此，目標是令到員工的地位由裝配線的工
人，轉變為熟練技工、技術人員或工程助理。最終的目標是蛻變成為工程師。「培
育人才成為資產」將會讓本公司成為首選僱主。

轉用新商業模式（更多機器、較少工人與「智慧型人才」環境）
勞動密集的製造業在招募和留住熟練員工時將繼續面對更為嚴峻的挑戰。隨著勞
工成本上升，新的生產設施須設在中國內陸城市或其他新興國家。此外，品牌客戶
在各種勞動密集型行業以自動化來提升製造水平的情況日漸普遍。產品日漸複雜
是鞋類產品製造行業的大勢所趨，亦成為需要將更多工序自動化的另一原因。

本公司目前致力從僅為鞋類產品製造業內的一間大型企業而蛻變成為一間「幸福而
可持續發展的公司」，冀獲品牌公司客戶視本公司為鞋類產品行業中值得信賴的長
線供應商。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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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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
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當中包括審閱未經審核第二份中期財務報
表。

外聘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
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之第二份中
期財務資料。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內，本公司一直應用上市規則附錄14所
載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有效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以及自二零一二年四
月一日起生效之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並已遵守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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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一直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刊發業績公佈及第二份中期報告

本公佈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yueyuen.com)及聯交所之指定發行人網站
(www.hkexnews.hk)。本公司之二零一二年第二份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
公司股東並刊載於上述網站。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向客戶、供應商及股東一直鼎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此外，本人謹
對董事會各同仁於期內作出之寶貴貢獻及本集團員工之努力不懈與竭誠服務深表
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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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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聖先生及閰孟琪女士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蔡其能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網站：www.yueyu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