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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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APH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達 芙 妮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0)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 

 
 

 
 

二零一二全年業績摘要 
    

 營業額增長 22.8%至 10,529.1 百萬港元 

 

 毛利上升 18.8%至 6,228.8 百萬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增加 2.4%至 955.7 百萬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上升 1.9%至 58.07 港仙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 9.0 港仙 

 

 銷售點總數增加 716 個至 6,881 個 

    
 
 
 
 
 
 
 
 
 
 
 
* 僅供識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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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 
 
達芙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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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連同二零一一

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0,529,100 8,576,762
銷售成本  (4,300,268) (3,332,985)
  ───────── ─────────
毛利  6,228,832 5,243,777
其他收入 3 110,073 121,354
其他虧損 - 淨額 4 (19,786) (74,203)
銷售及分銷開支  (4,410,251) (3,366,335)
一般及行政開支   (543,968) (556,026)
  ───────── ─────────
經營盈利 5 1,364,900 1,368,567
財務成本   (49,436) (46,90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盈利   (8,150) 421
 ───────── ─────────
除所得稅前盈利  1,307,314 1,322,081
所得稅開支 6 (332,551) (377,350)
  ───────── ─────────
年內盈利   974,763 944,731
  ═════════ ═════════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955,673 933,063
非控制性權益  19,090 11,668

  ───────── ─────────
  974,763 944,731
  ═════════ ═════════
    
每股盈利 7  
基本﹝港仙﹞  58.07 56.96
  ═════════ ═════════
攤薄﹝港仙﹞  52.94 52.23

  ═════════ ═════════
   
股息 8 296,650 278,8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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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盈利  974,763 944,731
匯兌差額  49,982 149,013
  ─────── ───────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1,024,745 1,093,744
  ═══════ ═══════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04,755 1,077,576
非控制性權益  19,990 16,168

  ─────── ───────
  1,024,745 1,093,7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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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15,452 129,926
土地使用權  49,747 51,196
固定資產  1,183,584 899,66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055 3,359
可出售金融資產  624 16,624
就購置土地使用權及固定資產所支付的按金  38,841 63,947
長期租金按金及預付款項  194,977 175,564
遞延所得稅項資產  111,491 106,469
  ─────── ───────
  1,705,771 1,446,747
  ------------ ------------
流動資產   
存貨  2,368,890 2,058,526
貿易應收賬款 9 346,696 274,303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278,319 926,0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94,759 1,795,744
  ─────── ───────
  5,488,664 5,054,669
  ------------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0 865,951 819,131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477,577 563,497
即期所得稅負債  151,167 250,612
銀行貸款 - 無抵押  7,268 6,998
  ─────── ───────
  1,501,963 1,640,238
  ------------ ------------
   
流動資產淨值  3,986,701 3,414,431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692,472 4,861,1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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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股本  164,824 164,096
儲備  4,660,512 3,871,771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825,336 4,035,867
非控制性權益  211,260 195,759
  ────── ──────
總權益  5,036,596 4,231,626
  ------------ ------------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639,738 605,879
遞延所得稅項負債  16,048 19,445
其他非流動負債  90 90
應付特許權使用費  - 4,138
  ────── ──────
  655,876 629,552
  ------------ ------------
   
總權益及非流動負債  5,692,472 4,861,178
  ═══════ ═══════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重估一可出售金融資產及按公平

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作出調整。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需要運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管理層亦須在應用本

集團之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 

 
於二零一二年生效及與本集團相關並為採用之準則及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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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嚴重通脹及剔除首  

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 

 
採納以上修訂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沒有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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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已頒佈而尚未生效及未為本集團採用之準則、現有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呈列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 – 抵銷金融資產及負債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負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9 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強

制性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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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聯合安排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之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平價值計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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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聯合安排及於其他實體之權益之

披露 – 過渡性指引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12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20 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2 

 第四份年度改進項目﹝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

進 2 
 

1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建基於現有原則上，認定某一主體是否應

包括在母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內時，控制權概念為一項決定性因素。此準則提供額外

指引，在難以評估的情況下協助釐定控制權。本集團目前正在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0號的全面影響，并有意不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採納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包含在其他實體所有形式的權益

的披露規定，包括聯合安排、聯營、特別目的工具實體以及其他資產負債表外工具。

本集團目前正在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的全面影響，并有意不遲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採納以上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會對財務報表之呈列和披露構成影響，管

理層預期這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不會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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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分銷及零售鞋類產品、服飾及配件。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資料如下： 

 
  核心品牌 

業務 
其他品牌

業務 製造業務
分部間 

抵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客戶收益 9,508,496 690,940 329,664 - 10,529,100
 分部間收益 83,400 - 1,069,419 (1,152,819) -
  ─────── ────── ─────── ─────── ────────
 總分部收益 9,591,896 690,940 1,399,083 (1,152,819) 10,529,100
 分部業績 1,475,728 (127,555) 98,121 5,080 1,451,374
  ─────── ────── ─────── ─────── 
 無形資產攤銷  (6,764)
 無形資產減值  (7,000)
 未分配企業收入  61
 未分配企業開支  (72,771)
   ────────
 經營盈利  1,364,900
 財務成本  (49,43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8,150)
   ────────
 除所得稅前盈利  1,307,314
 所得稅開支  (332,551)
   ────────
 年內盈利  974,763
   ════════
 無形資產攤銷 - 6,764 - - 6,764
  ═══════ ══════ ═══════ ═══════ ════════
 一項無形資產減值 - 7,000 - - 7,000
  ═══════ ══════ ═══════ ═══════ ════════
 土地使用權攤銷 602 - 1,085 - 1,687
  ═══════ ══════ ═══════ ═══════ ════════
 固定資產折舊 220,058 14,332 17,819 - 252,209
  ═══════ ══════ ═══════ ═══════ ════════
 資本開支 448,302 49,532 23,175 - 521,00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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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資料如下： 

 
  核心品牌 

業務 
其他品牌

業務 製造業務
分部間 

抵銷 未分配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客戶收益 7,597,051 529,552 450,159 - - 8,576,762
 分部間收益 74,014 - 1,003,111 (1,077,125) - -
  ─────── ────── ─────── ─────── ─────── ──────
 總分部收益 7,671,065 529,552 1,453,270 (1,077,125) - 8,576,762
 分部業績 1,555,120 (64,576) 108,111 (20,636) - 1,578,019
  ─────── ────── ─────── ─────── ───────
 無形資產攤銷  (6,643)
 未分配企業收入  3,000
 未分配企業開支  (205,809)
   ───────
 經營盈利  1,368,567
 財務成本  (46,90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盈利  421
   ───────
 除所得稅前盈利  1,322,081
 所得稅開支  (377,350)
   ───────
 年內盈利  944,731
   ═══════
 無形資產攤銷 - 6,643 - - - 6,643
  ═══════ ══════ ═══════ ═══════ ═══════ ═══════
 土地使用權攤銷 591 - 1,020 - - 1,611
  ═══════ ══════ ═══════ ═══════ ═══════ ═══════
 固定資產折舊 146,597 14,127 16,878 - - 177,602
  ═══════ ══════ ═══════ ═══════ ═══════ ═══════
 可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虧損 - - - - 61,872 61,872
  ═══════ ══════ ═══════ ═══════ ═══════ ══════
 資本開支 317,464 36,664 39,531 - - 393,659
  ═══════ ══════ ═══════ ═══════ ═══════ ═══════

 

分部間收益乃按有關單位釐定及協定之條款計算。核心品牌業務及其他品牌業務之對外客

戶收益主要源自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而製造業務之對外客戶收益主要源自美利堅合眾

國。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概無客戶

佔本集團總營業額10%或以上。 

 

若干企業間接開支﹝包括管理費用、租金及水電開支﹞乃根據估計使用量於各分部間重新

分配。 

 
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遞延所得稅項資產除外﹞主要位於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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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政府補貼 49,895 35,569
 利息收入 43,047 63,143
 特許權及專營權收入 6,248 7,588
 租金收入總額 1,503 1,010
 手續費收入 295 919
 來自可出售金融資產之收入 61 3,000
 賣方回扣 - 1,001
 其他 9,024 9,124
  ─────── ───────
  110,073 121,354
  ═══════ ═══════

 
4. 其他虧損 – 淨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虧損 - (61,872)
 一項無形資產減值 (7,000) -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7,398) (13,558)
 終止一特許使用權之虧損 (1,789) -
 匯兌收益淨額 6,401 1,227
  ─────── ───────
  (19,786) (74,203)
  ═══════ ═══════
 
5. 經營盈利 
 

經營盈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攤銷 1,687 1,611
 特許使用權攤銷 2,906 2,873
 商標攤銷 3,858 3,770
 核數師酬金 6,117 6,067
 售出存貨成本，包括滯銷存貨撥備 56,835,000 港元﹝二零

一一年：48,024,000 港元﹞ 3,773,128 2,765,217
 固定資產折舊 252,209 177,602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389,068 1,219,393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淨額 1,672 423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包括商場特許銷售費﹞ 2,263,358 1,686,3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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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340,299 409,100
 過往年度撥備﹝超額﹞╱不足 (229) 1,215
 遞延稅項 (7,519) (32,965)
  ────── ──────
  332,551 377,350
  ══════ ══════
 

年內，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盈利之16.5%﹝二零一一年：16.5%﹞計算。香港以外地

區之盈利所得稅已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盈利，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地區之現行所得稅率計

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就本集團旗下各實體的應課稅收入按法定稅率25%﹝二零一一年：25%﹞

計算撥備，惟本公司在中國大陸營運之若干附屬公司有權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享有50%的所得稅寬減，故所得稅乃根據該附屬公司

獲授之適用優惠所得稅稅率計算。 

 
7. 每股盈利 
 

每股 基本盈利乃根據本 公司擁有 人應佔本 集團盈利955,673,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

933,063,000 港 元 ﹞ 及 年 內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1,645,685,226 股 ﹝ 二 零 一 一 年 ：

1,638,204,932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經計及兌換可換股債券及行使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後，根據經調整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盈利1,004,09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978,514,000港元﹞及經調整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96,601,345股﹝二零一一年：1,873,549,453股﹞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 955,673 933,063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  48,425 45,451
  ─────── ──────
 經調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 1,004,098 978,5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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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1,645,685,226 1,638,204,932
 兌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 178,510,572 178,510,572
 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16,967,862 10,394,297
 行使認股權證之影響 55,437,685 46,439,652
  ────────── ──────────
 就攤薄影響而調整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96,601,345 1,873,549,453
  ══════════ ══════════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購股權的行使價較該年內之平均市價為高，

因此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將3,300,000份﹝二零一一年： 5,100,000份﹞未行使而具

反攤薄作用之購股權計算在內。 

 

8. 股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9.0 港仙﹝二零一一年：8.0 港仙﹞ 148,263 131,031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9.0 港仙﹝二零一一年：9.0 港仙﹞ 148,387 147,795
  ────── ──────
  296,650 278,826
  ══════ ══════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建議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派發末期股息每股9.0港仙，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向股東提呈批准。此建議股息於財務

報表內並不列作應付股息，惟會列作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盈利分配。 

 
9. 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349,129 276,217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433) (1,914)
  ────── ──────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346,696 274,3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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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234,392 215,865
 31    至   60 日 73,478 40,294
 61    至   90 日 20,022 9,762
 91    至   120 日 8,135 4,422
 121  至   180 日 5,989 1,974
 181  至   360 日 4,101 818
 360 日以上 579 1,168
  ───── ─────
  346,696 274,303
  ══════ ══════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平均30至60日信貸期，惟主要及長期客戶之特別延長信貸期則由

本集團與有關客戶雙方協定。 

 
10. 貿易應付賬款 
 

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貿易應付賬款﹝包括應付關聯方之貿易結餘﹞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400,350 592,334
 31    至   60 日 217,710 157,978
 61    至   90 日 228,815 46,896
 91    至   120 日 9,711 14,650
 121  至   180 日 4,082 3,448
 181  至   360 日 5,137 3,351
 360 日以上 146 474
  ─────── ───────
  865,951 819,1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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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概況 
 
二零一二年對全球經濟而言充滿挑戰。歐債危機及美國經濟增長遜於預期，拖累中國出口外

貿。與此同時，中國收緊銀根以冷卻房地產市場。中國經濟增速亦因而從二零一一年的9.2%回

落至二零一二年的7.8%。中國大眾化女鞋市場的需求於年初尚算旺盛，但自下半年起經濟放緩

的憂慮加深，需求也隨即受到影響。此外，百貨店的整體表現於年內持續疲弱。中國的經濟前

景有欠明朗，消費意慾因而受到影響。受宏觀經濟影響，二零一二年全國零售增速為14.3%，較

二零一一年的17.1%減少2.8個百分點，也較二零一零年的18.3%為低。 
 
業務回顧 
 
集團表現 
 
本集團整體表現與二零一二年的市場普遍情況大致相若。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本集團營業額增加22.8%至10,529.1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8,576.8百萬港元）。毛利上升

18.8%至6,228.8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5,243.8百萬港元）。經營盈利減少 0.3%至1,364.9百萬

港元（二零一一年： 1,368.6百萬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增加2.4%至955.7百萬港元（二

零一一年： 933.1百萬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58.1港仙（二零一一年：57.0港仙）。董事會建

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9.0港仙（二零一一年：9.0港仙），連同中期股息每股9.0港仙（二零一一

年：8.0港仙），二零一二年度全年股息為每股18.0港仙（二零一一年：17.0港仙），較去年增

加5.9%。派息比率為31.0%（二零一一年：29.8%）。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設有6,881個銷售點，即全年淨增加共716個。當中，

6,369個為核心品牌（「達芙妮」及「鞋櫃」）銷售點，其他品牌銷售點為512個。存貨週轉天

數從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202天減少至全年的188天（二零一一年：172天）。 
 
本集團獲亞洲區著名財經刊物《亞洲金融》(FinanceAsia) 選為「二零一二年中國 佳中型公司

的第二名」，肯定了本集團在提升企業及營運管理方面的努力。 
 
核心品牌業務  
 
本集團核心品牌業務指集團通過直營店及加盟店組成的銷售網絡，於中國大陸的大眾化鞋品市

場銷售自有品牌「達芙妮」及「鞋櫃」的零售業務。儘管年内面對零售市場轉趨疲弱，業務營

業額仍增加25.0%至9,591.9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 7,671.1百萬港元）。對外客戶營業額佔本

集團總營業額的90%（二零一一年： 89%）。受到二零一一年的高基數效應影響，於二零一二

年集團仍能達到高單位數的同店銷售增長，並主要由銷售數量增長所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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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促銷力度增加，產品組合轉變，使本集團產品之平均售價較去年下降約10%。核心品牌業

務之毛利增加19.3%至5,661.8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 4,747.4百萬港元），然而毛利率則從二

零一一年的61.9%下降至二零一二年的59.0%。 
 
年內，本集團在擴展銷售網絡方面以開設更多直營店舖為主，藉以鞏固市場地位，並為未來增

長打好根基。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核心品牌共設有5,427間直營店舖，本年淨

增加880間直營店。年內，連同由加盟商營運的942間，本集團的核心品牌共設有6,369個銷售

點，淨增加767個。直營店舖比例由二零一一年的81%上升至二零一二年的85%，反映了本集團

以直營店舖為拓展銷售網絡策略的重心。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核心品牌業務按城市級別劃分的銷售點數目 
 
 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 三線城市 四至六線城市 合計 

二零一二年 721 1,342 981 3,325 6,369 
二零一一年 614 1,100 863 3,025 5,602 

 
在疲弱的零售市況下加快開設直營店舖，使營運成本(包括租金及員工成本)上漲的影響更為明

顯。本集團之核心品牌業務的經營利潤率亦因而由二零一一年的20.3%下降至二零一二年的

15.4%。為應對租金及工資成本上升，本集團加緊推行各項控制成本措施，尤其是針對下半年開

立的新店，並透過加強銷售培訓及優化門店人員排班等各項措施，以提升銷售人員生產力。本

集團相信銷售網絡穩步擴大將有助提升競爭力，為未來業務增長奠下穩固基礎。 
 
其他品牌業務 
 
其他品牌業務主要由集團的中高端自有品牌「AEE愛意」及「Ameda愛魅」及擁有獨家經銷權

的國際品牌「AEROSOLES愛柔仕」及「ALDO」等所推動，以迎合中國持續擴大的中產消費族

群，有助擴大集團的客戶基礎。透過此多元化策略，本集團可滿足「達芙妮」客戶未來對高檔

次產品的需求。其他品牌業務的營業額從二零一一年的529.6百萬港元增加30.5%至二零一二年

的690.9百萬港元，佔本集團整體營業額約7%，與二零一一年的佔比相若。該業務現仍處於投資

期。於回顧年內，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放緩，百貨店渠道的整體表現疲弱，因此其他品牌業務的

表現亦受到影響。面對這種市況，本集團年內整合此業務的銷售網絡，將銷售點減至於二零一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512個，即淨減少5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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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務 
 
為分配更多產能予自有品牌，本集團逐步減少為第三方提供的原設備製造業務。此策略旨在配

合專注於自有品牌業務的策略，包括把集團的原設備製造業務所用的產能應用於支持核心品牌

產品的供應及未來增長。因此，來自原設備製造業務的收入佔比下降至二零一二年的約3%（二

零一一年：5%）。集團亦已擬定計劃及採取措施優化供應鏈管理及進一步增加生產能力, 以提

升生產的成本效益並支持集團核心品牌及其他品牌的業務增長。 
 
提升效益措施 
 
在中國大陸零售市場增長放緩及營運成本不斷上升的環境下，集團採取了多項控制成本和提高

效率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強成本減省及監控措施。另一方面，集團開展培訓計劃及優化店舖的

營運管理，以增加銷售人員的生產力。集團亦從不同層面包括店面至後勤等多方面，推行管理

系統升級項目，涵蓋包括產品規劃及採購、客戶關係管理和店舖管理等範疇。年內，集團於上

述各方面的升級項目皆取得了良好的進展。這些舉措將提升集團的競爭力，並在日後陸續見到

成效。  
 
財務回顧  
 
財務及經營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營業額﹝百萬港元﹞ 10,529.1 8,576.8
毛利﹝百萬港元﹞ 6,228.8 5,243.8
毛利率﹝%﹞ 59.2 61.1
經營盈利﹝百萬港元﹞ 1,364.9 1,368.6
經營盈利率﹝%﹞ 13.0 16.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百萬港元﹞ 955.7 933.1
純利率﹝%﹞ 9.1 10.9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58.07 56.96
每股股息﹝港仙﹞ 18.0 17.0
平均存貨週轉期﹝日﹞﹝附註一﹞ 188 172
平均應收賬週轉期﹝日﹞﹝附註二﹞ 11 10
平均應付賬週轉期﹝日﹞﹝附註三﹞ 75 68
現金循環天數﹝日﹞ ﹝附註四﹞  124 114
資本開支﹝百萬港元﹞﹝附註五﹞ 521.0 393.7
實際稅率﹝%﹞﹝附註六﹞ 25.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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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百萬港元﹞ 1,494.8 1,795.7
銀行貸款 ﹝百萬港元﹞ 7.3 7.0
可換股債券﹝百萬港元﹞ 639.7 605.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百萬港元﹞ 4,825.3 4,035.9
資產流動比率﹝倍﹞ ﹝附註七﹞ 3.7 3.1
淨負債比率﹝%﹞﹝附註八﹞ 淨現金 淨現金

 
附註︰ 
 
一、平均存貨週轉期﹝日﹞乃按年初及年終存貨之平均結餘除以銷售成本乘以365日計算。 

 
二、平均應收賬週轉期﹝日﹞乃按年初及年終應收賬款平均結餘除以營業額乘以365日計算。 

 

三、平均應付賬週轉期﹝日﹞乃按年初及年終應付賬款平均結餘除以採購額乘以365日計算。 

 

四、現金循環天數﹝日﹞乃按平均存貨週轉期﹝日﹞加平均應收賬週轉期﹝日﹞減平均應付賬週轉
期﹝日﹞計算。 

 

五、資本開支包括購置土地使用權及固定資產，以及特許使用權的現金開支。 

 

六、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實際稅率乃按照所得稅開支除以除所得稅前盈利
﹝不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損失及董事酌情花紅共91.9百萬港元﹞計算。 

 

七、資產流動比率﹝倍﹞乃根據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八、淨負債比率﹝%﹞乃根據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淨額﹝即銀行貸款及可換股債券之總額，
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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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析 
 
各分部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務表現載列如下： 
 
 核心品牌業務 其他品牌業務 製造業務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對外客戶收益 9,508.5 7,597.1 690.9 529.6 329.7 450.2
分部間收益 83.4 74.0 - - 1,069.4 1,003.1

分部收益總額 9,591.9 7,671.1 690.9 529.6 1,399.1 1,453.3

分部毛利 5,661.8 4,747.4 375.6 315.1 187.1 203.4
分部毛利率 59.0% 61.9% 54.4% 59.5% 13.4% 14.0%

分部經營盈利╱﹝虧

損﹞ 
 

1,475.7 1,555.1 (127.6) (64.6)
 

98.1 108.1

分部經營盈利率 15.4% 20.3% (18.5%) (12.2%) 7.0% 7.4%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494.8百萬港元﹝二零一一

年：1,795.7百萬港元﹞，主要以人民幣、美元、港元及新台幣為結算單位。淨減少的300.9百萬

港元﹝二零一一年：264.0百萬港元﹞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淨額 431.3 242.6
資本開支 (521.0) (393.7)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款項 3.1 2.2
行使購股權而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45.1 19.0
已付股息淨額 (300.8) (234.2)
已收利息淨額 21.7 40.9
淨銀行貸款償還 - (4.0)
收購其他投資之淨現金流出 - (30.3)
外匯兌換率變動之影響 19.7 93.5
 (300.9) (264.0)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動用之銀行融資額度為146.6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

173.6百萬港元﹞，資產流動比率 ﹝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 為3.7倍 ﹝二零一一年：3.1
倍﹞。本集團現時持有足夠資源以支持未來擴充及業務發展所需。 
 
為令閒置流動資源帶來 大回報，本集團年內存放了一些保本結構性存款於中國大陸之註冊銀

行。年內賺取到的總利息收入為43.0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63.1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淨負債比率﹝根據淨負債

﹝即銀行貸款及可換股債券之總額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為

淨現金。年內銀行貸款均以浮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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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風險管理 
 
本集團於年內並無使用任何外匯衍生工具﹝二零一一年：無﹞。管理層將密切注視市場情況，

如有需要時，或會考慮使用適當措施調控外匯風險。 
 
資產扺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有就銀行信貸而抵押資

產。 
 
資本開支 
 
年內，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521.0百萬港元﹝二零一一 年：393.7百萬港元﹞，主要用於擴展及

裝修分銷網絡、購置及建設倉儲設施及辦公室等。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及韓國之僱員人數超過27,000
人﹝二零一一年：25,000人﹞。年內僱員及董事開支﹝包括以股份為基礎之款項開支為36.2百萬

港元﹝二零一一年：46.1百萬港元﹞﹞為1,389.1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1,219.4百萬港元﹞。

本集團重視其人力資源並深明留聘優質人才的重要性，所提供之薪酬及福利乃參考市場水平及

員工個人能力而定，並按本集團及員工之表現提供購股權及酌情花紅。此外，本集團亦為僱員

提供強積金、醫療保障、員工購物折扣及培訓課程。 
 
展望 
 
由於影響全球經濟的不明朗因素縈繞不去，展望二零一三年將仍具挑戰。雖然經濟進一步放緩

的風險減弱，但自二零一二年來一直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歐美經濟復甦的不穩定性仍令市場抱

有疑慮。幸而，新任中國領導層矢志擴大內需以刺激經濟，繼續推動城鎮化，人均收入預料將

繼續增加，而集團業務亦可從中受惠。 
 
鑑於上述利好因素，本集團對近期以至中期的中國零售市場仍然審慎樂觀。憑藉集團強大而知

名的自有品牌，本集團將繼續擴大於中國的市場佔有率，以爭取持續的業務增長。 
 



 19

2013 年初即冬季季末將近時，大眾化市場女鞋的需求仍然受着消費意慾復甦緩慢所影響。然而

近期，市場需求似乎已開始見底，我們觀察到 近的春季銷售趨勢逐漸好轉的跡象。即使 2012
年第一季的基數甚高，我們預期 2013 年第一季的同店銷售與去年同期大致相若。正在改善的季

節性趨勢令我們有信心消費需求將於未來季度逐步回升，尤其是當中國政府刺激內需的措施於

今年稍後時發揮效用的時候。  
 
二零一二年下半年以來，集團已著重推行其一系列提升效益的措施，而於二零一三年，集團將

繼續在此領域作出努力，以控制成本及提高整體管理效益。銷售渠道方面，集團將保持以核心

品牌的直營店舖為發展重心，並繼續穩步擴大銷售網絡。 
 
於銷售營運層面，集團將繼續採取各種措施優化店舖的營運管理，以提高同店銷售增長。這些

措施包括通過進一步優化銷售人員排班、增加員工問責度、提供進階的服務培訓、建立服務文

化以提升顧客的購物體驗等等，致力於提高銷售人員的生產力。 
 
供應鏈方面，集團將繼續改善補貨安排、庫存管理、產品素質及其他環節；同時，亦正努力確

保零售管理系統的設置工作順暢，讓日後的產品規劃和分配、庫存控制和補貨等方面均能更精

確和更有效率。這些改善措施必能提升未來的銷售表現。 
 
此外，集團將繼續發展中高端產品業務，使其成為集團的未來增長動力，長遠而言使集團的顧

客層面更多元化。集團將謹慎審視及檢討，並集中資源在表現較好的品牌，從而促進這項業務

的業績改善。 
 
另一個重點領域為成本控制。集團將繼續加強分析和改善各項成本，包括租金及人事費用支

出，同時亦致力於提高員工的生產力及投資管理系統，以實現長期的經營效率。 
 
通過多方面的持續努力，集團力求提升銷售業績和盈利能力，增加其市場佔有率和覆蓋度，以

及提高其品牌價值。集團已準備就緒，把握未來的龐大商機以鞏固領先的市場地位，促進長遠

增長及為股東帶來更佳回報。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9.0 港仙(二零一一

年：9.0 港仙)。建議股息須經過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

准後，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或之前支付予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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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決定合資格人士出席並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至二

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份轉

讓。為符合資格出席並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之股票必須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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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決定合資格人士獲得末期股息，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

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資格收

取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之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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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於年內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前企業管治守則」）所述之守則條文，前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生

效，經修訂並易名為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新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

一日生效。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於下文說明偏離第A.2.1及第A.6.7條守則條文以

外，本公司已遵守前企業管治守則及新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陳英杰先生為本公司之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此偏離前企業管治守則及新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條文第A.2.1條規定，當中列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由於陳

先生已於本集團任職超過二十年，於鞋類分銷行業擁有廣泛經驗，董事會相信，委任陳先生負責

本集團之持續有效管理及業務發展符合本集團之 佳利益，董事會將定期檢討董事會與本公司管

理層之間權力及權限是否平衡，並於適當時考慮將兩個角色加以區分。 

 

年內，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金珍君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順財先生及郭榮振先生因業務纏

身，無法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此乃偏離前企業管治守則

及新企業管治守則第A.6.7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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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各董

事在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

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有關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本集團之綜合財務

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委員會認為有關財務報表已遵從適用之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

所有法列規定，並已作充分披露。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將於適當時候發送

給股東。 

 
刊登業績公告及報告 
 
本 業 績 公 告 刊 登 於 香 港 交 易 所 披 露 易 網 站 ﹝ http://www.hkexnews.hk ﹞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daphneholdings.com﹞。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本公司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

予本公司股東，並刊登於上述網址。 

 
 

承董事會命 
  達芙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陳英杰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陳英杰先生、張智凱先生、張智喬先生及陳怡勳先
生、非執行董事金珍君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順財先生、郭榮振先生及李德泰先生、以及金
珍君先生之替任董事劉偉琪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