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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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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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K TAK INTERNATIONAL LIMITED
(百德國際有限公司 )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68）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業績摘要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摘要如下：

• 營業額自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397,000,000港元增加1%
至401,000,000港元；

• 本年度淨溢利為2,563,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淨溢利則為9,639,000港元；

• 本年度每股盈利為1.33港仙，而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
為4.32港仙；

•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37,100,000港元，
而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淨值則為25,700,000港元，相
當於流動比率1.75（二零一二年：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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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百德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同期之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00,863 397,048
銷售成本 (359,990) (351,661)

毛利 40,873 45,387

其他收益 3 2,966 1,834
其他淨獲益 3 413 2,843
行政開支 (28,433) (28,340)
銷售開支 (9,031) (7,381)

經營溢利 6,788 14,343
財務成本 4(a) (789) (1,413)

除稅前溢利 4 5,999 12,930
所得稅開支 5 (3,436) (3,291)

年內溢利 2,563 9,639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權股東 3,139 10,210
非控股權益 (576) (571)

2,563 9,639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6 1.33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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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2,563 9,639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無稅項之淨值 (493) (218)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2,070 9,421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權股東 3,217 9,813
非控股權益 (1,147) (392)

2,070 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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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4,001 158,737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 4,495 4,579
投資物業 8,723 4,029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 –
遞延稅項資產 914 –

158,133 167,345

流動資產
存貨 38,093 37,503
應收貿易款項 9 24,320 35,370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訂金 18,245 7,387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171 494

86,829 80,75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0 13,316 15,080
應付票據 – 6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448 13,271
應付一家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持有人款項 3,857 3,683
銀行借貸 16,717 22,153
融資租約承擔 19 58
應付稅項 333 691

49,690 55,005

流動資產淨值 37,139 25,74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5,272 19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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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 19
遞延稅項負債 5,773 5,623
撥備及其他應計費用 15,455 15,478

21,228 21,120

資產淨值 174,044 171,97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3,640 23,640
儲備 153,094 149,877

本公司股權股東應佔股本總額 176,734 173,517

非控股權益 (2,690) (1,543)

股本總額 174,044 17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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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本綜合財務資料之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資料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詞彙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規定編製。本
綜合財務資料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會計期間對本集團及本公司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若
干修訂。採納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於所呈列年度於綜合財務資料應用之
會計政策並無構成重大變動。

本集團於當前會計期間並無應用任何尚未生效之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 營業額

營業額指年內向外界客戶銷售貨品及提供分包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扣除折扣後），分
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397,954 395,472
分包收入 2,909 1,576

400,863 397,048



7

3. 其他收益及淨獲益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益
已收折讓 115 126
來自一家聯營公司之利息收入 141 257
其他利息收入 107 66
償付收入 801 878
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198 –
出售報廢及閒置原材料 1,084 133
雜項 520 374

2,966 1,834

其他淨獲益
匯兌淨（虧損）╱獲益 (78) 5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獲益 70 109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 421 2,154

413 2,843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780 992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來自其他金融機構之貸款利息 – 412
融資租約承擔之財務費用 9 9

789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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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津貼 96,223 92,962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4,341 515
僱員福利及利益 317 9,465
長期服務金撥備 86 197

100,967 103,139

(c)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581 520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之攤銷 117 116
已售存貨之成本* 359,990 351,66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2,992 26,594
投資物業折舊 127 –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虧損 396 –
存貨撥備 640 –

* 存貨成本包括有關員工成本、折舊及攤銷開支及存貨撥備之104,613,000港元
（二零一二年：107,374,000港元），該數額亦包含於以上或於附註4(b)個別獨立
披露之各類相關開支之內。

5. 所得稅

(a) 於綜合收入報表之稅項指：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4,200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691

4,200 691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764) 2,600

所得稅開支 3,436 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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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就香港所得稅所作出之撥備乃按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由於本集團之公司在該年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或有超出估計應課稅溢利由前期帶落之
協議稅務虧損，故並無於二零一二年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陸」）之附屬公司須根據25%之稅率（二零一二年：25%）繳
稅。由於該等附屬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故其並無就所得稅作出撥備。

(b) 按適用稅率計算之所得稅開支與會計溢利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5,999 12,930

按照在相關司法管轄區獲得溢利之
 適用稅率計算除稅前溢利之名義稅項 (970) 2,133
不可扣除稅項開支之稅務影響 2,636 4,703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2,444) (4,990)
尚未確認稅務虧損之稅務影響 4,149 668
過往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 691
其他 65 86

實際稅項開支 3,436 3,291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股東應佔溢利3,13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0,210,000港
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236,402,000股（二零一二年：236,402,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乃由於該兩個年度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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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部報告

執行董事視本集團之營運為單一業務分類而加以管理。本集團之營運監控及策略決策之制
定均以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所反映之經營業績、綜合資產及負債為基準。

(a) 地域資料

本集團源自外部客戶之收益透過地域市場呈列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利堅合眾國 333,504 333,733
歐洲 33,904 31,397
亞洲 19,885 18,085
澳洲 353 2,115
其他 13,217 11,718

400,863 397,048

有關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之資料透過地域位置呈列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123,799 137,631
香港 16,544 12,603
泰國 16,876 17,111

157,219 167,345

(b) 主要客戶

源自主要客戶之收益（各客戶所佔收益總額達10%或以上）如下所示：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108,254 86,158
客戶B 98,221 119,167
客戶C 75,048 92,420
客戶D 53,483 4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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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一二年：零港元）。

9. 應收貿易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24,716 35,370
減：呆賬撥備（附註9(b)） (396) –

24,320 35,370

信貸超過某數額之客戶均需接受獨立信貸評估。應收貿易款項乃於開出發票日期後30至60
日內到期。餘額逾期超過90日之債務人會受到密切及定期監察。

(a) 賬齡分析

以下為應收貿易款項（減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21,714 28,387

逾期少於一個月 2,002 6,726
逾期一至三個月 392 187
逾期超過三個月 212 70

逾期金額 2,606 6,983

24,320 3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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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

本集團會於撥備賬確認應收貿易款項之減值虧損，除非本集團相信日後收回有關賬
款之可能性很低，在此情況下，有關減值虧損直接與應收貿易款項撇銷。

年內呆賬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四月一日 – –
已確認減值虧損 396 –

於三月三十一日 396 –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396,000港元之應收貿易款項已個別被認定為已減值。
個別已減值應收項款乃關於一名財政困難之客戶。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
抵押品。

(c) 無減值之應收貿易款項

並無逾期或減值之應收貿易款項與眾多並無近期欠款記錄之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無減值之應收貿易款項與多名獨立客戶有關，該等客戶於本集團之過往付
款記錄良好。根據過往經驗，管理層認為，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結餘仍
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故該等結餘毋須作出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
何抵押品。

10. 應付貿易款項

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 9,701 11,831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2,977 3,249
三個月後但十二個月內到期 638 –

13,316 1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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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董事欣然宣佈，本集團於年內已開始在中國開展零售業務之籌備工作。第一間寄
賣店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在北京設立。新業務標誌著本集團業務模式之新發展。

自開展業務以來，本集團一直從事生產針織服裝，將產品出口予零售商（以美國
市場為主）。由於本集團對其產品充滿信心，且中國消費力隨著經濟實力提升而增
加，本集團認為中國具有可供其業務擴展之龐大商機。年內，董事作出進軍中國
零售銷售市場之決策。本集團獲得使用日本服裝品牌「as know as ponpoko」之獨
家權利及特許權，以及在中國出售標有該商標之兒童及嬰幼兒服裝、飾品及產品
之權利。本集團進一步著手建立團隊，以設計獨特之優質童裝品牌，並對消費者
之童裝喜好進行市場調查、深入了解中國零售業務，並為新業務展開所有必需之
籌備計劃。二零一三年四月，本集團在北京一家高級百貨公司內開設「as know as 
ponpoko」品牌寄賣店。部分籌備工作之開支已納入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營運預算內。然而，本集團認為該等開支將為本集團之未來發展
帶來持久裨益。

除零售業務之新發展外，本集團現時之製造業務仍繼續營運，業績穩妥。由於美
國（本集團產品之主要市場）經濟增長步伐仍然疲弱，零售銷售按年幾乎沒有增
長，即使本集團正面臨中國整體營運成本飆升，本集團客戶仍要求本集團維持其
定價結構不變。於本回顧年度，本集團已購買更多電腦化機器，作為控制勞工成
本上漲之對策。

中國營運成本上升，加上許多已發展國家經濟表現差勁，導致中國出口銷售增長
放緩。本集團提高自動化生產產能，並於中國開展其零售銷售業務之策略，均為
旨在幫助本集團於面對此等具挑戰性時刻繼續發展之措施。

業績分析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為401,000,000港元，比去年
增加1%。本集團表現穩健，反映本集團之主要市場美國之經濟已開始逐步緩慢復
甦。本集團之客戶基礎為其穩健表現提供堅固基礎。

儘管本集團已專注發展高溢價之高端產品，但仍繼續面對中國勞工成本及營運成
本不斷上升之情況。因此，雖然管理層已對營運各個方面實施嚴格成本控制，本
集團之毛利率仍由去年之11%下跌至10%。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主要市場仍為美國，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83%；而本集團
13%總營業額來自對歐洲及亞洲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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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

本集團年內溢利為2,563,000港元，比去年減少73%。溢利減少之原因為毛利減
少。許多美國原設備製造客戶基於本集團不會將勞工及營運成本之增幅（正如南
中國所有製造商所面對之情況一樣）轉嫁彼等而發出訂單。雖然本集團之自動化
針織機已吸納大部分中國營運成本之增幅，然而本集團之毛利率由去年之11%下
調至10%。

由於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現金流改善，故本集團之財務成本亦有所減少，由去年
1,400,000港元減少44%至8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6,200,000港元，較於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增加約7,100,000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現金狀況及其營運資金狀況有所改善。年內，本集團償還
約5,400,000港元銀行貸款。

本集團主要以其經營現金流入及超逾114,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15,000,000
港元）之信貸融資滿足其營運資金所需。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信貸融資
當中17,000,000港元已經動用。信貸融資乃以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董
事相信，本集團擁有充裕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以滿足業務所需，其財政狀況將維
持穩健。

外匯兌換風險及利率風險管理

本集團採取嚴格及審慎政策管理匯率風險及利率風險。主要匯率風險源於港元
（與美元掛鈎）及人民幣之匯率變動。本集團之銷售及購買原材料主要以美元列
值，而本集團於中國（及其生產設施之所在地）之經營則主要以人民幣進行，及其
於香港之經營主要涉及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兌美
元及港元匯率上升放緩，較去年僅上升1.2%。匯率上升放緩減輕了本集團產生溢
利之壓力。儘管如此，由於意識到需要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要求持續，故管理層
將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儘管本集團以港元列值之計息借貸以浮動利率計息，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任何重
大利率風險。由於本集團將其債務風險降低約25%，其所面臨之利率風險亦大幅
降低。由於本集團經營業務之負債權益比率為10%，故並無重大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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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已議決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
二年：零港元）。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一般銀行信貸乃以本集團總賬面值零港元
（二零一二年：13,000,000港元）之機器以及本集團總賬面值為64,000,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66,000,000港元）之租賃物業作抵押。

已發出之財務擔保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向授出融資予若干附屬公司之銀行作出公
司擔保，擔保金額為117,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19,000,000港元）。

本公司在無代價之情況下發出擔保。交易並非按公平磋商進行，其不可能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假設交易按公平磋商進行）為該等
交易之公平價值作出可靠計量。因此，擔保並無列為財務負債及以公平價值計量。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認為本公司不大可能就任何該等擔保面臨申
索。於結算日，本公司根據所作擔保而須承擔之負債上限為附屬公司動用之融
資，即17,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2,000,000港元）。

資本支出及承擔

年內，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約7,4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7,000,000
港元），其中72%（二零一二年：76%）用作購置機器。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承擔之資本承擔約
6,4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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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合共約1,996名。年內，本集團之員工
成本總額約為101,000,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之25%。薪金、工資及津貼約為
96,000,000港元，較去年增長3.5%。僱員薪酬及紅利乃根據彼等之職責、表現、
經驗及現行行業慣例釐定。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及薪酬待遇由本公司之管理層定期
檢討，以確保薪酬待遇具有市場競爭力。本集團根據不同崗位之技能要求向其僱
員提供相關培訓。

未來前景

過去數年內，本集團面對其主要市場美國及歐洲經濟復甦疲弱及中國生產成本壓
力不斷增加之雙重挑戰。董事認為面對出口銷售價格停滯及成本架構持續上升，
有需要採取擴充國內銷售業務之策略以作為內在對沖。本集團之調查顯示，兒童
及嬰幼兒零售業務屬中國增長業務。透過利用本集團之強大生產力以及「as know 
as ponpoko」之強大品牌形象，董事相信本集團已作好準備，定能於中國之零售市
場佔一席位。

展望將來，本集團相信前面之挑戰亦將帶來許多發展商機。成衣及紡織業將面對
中國勞工成本持續上升帶來之壓力。本集團之管理層意識到本集團監察及控制其
生產及成本之壓力絲毫沒有減少。

與此同時，在中國，以消費帶動經濟之趨勢清楚可見。由於對國內兒童及嬰幼兒
服裝零售業之未來前景充滿信心，本集團推出「as know as ponpoko」新品牌之決
定標誌著本集團重要而振奮之新方向。本集團已制定計劃，為未來業務發展建立
大小合度之零售網絡。第一個零售寄賣店已於二零一三年在北京設立。本集團將
繼續擴展零售業務。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二）
（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有權出席應屆股東週年
大會，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一）下午
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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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核及監察本公司之財務申
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及核數師審閱了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
並討論了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成立，旨在檢討及決定全體董事及高級管
理人員之薪酬方案。薪酬委員會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一名執
行董事。年內，薪酬委員會已檢討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金及紅利，並審批其薪
金及紅利水平。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成立，旨在就一切董事任命及連任事宜提
供建議。提名委員會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一名執行董事。

企業管治委員會

企業管治委員會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成立，旨在履行上市規則載列之企業管治
職責。企業管治委員會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一名執行董事。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採用一套行為規範守則（「標準守則」），其條款
之嚴格程度並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守則所規定之標準。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已於截至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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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欣然報告，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14載列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款（「守則」）。具體來說，本公司已確保：

• 董事會及董事委員會之委任、組成及運作；

•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

• 責任承擔及核數；

• 董事會之授權；

• 與股東溝通；及

• 公司秘書之要求，

均符合守則。

董事會將繼續檢討本公司企業管治結構及於有需要時作出變動。

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年報

本公司將在適當時間將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之一切資料之年報寄發予股東，並在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paktak.com) 
刊登。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劉嘉彥

香港，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鄭季春先生、連植焜先生及連永洲先生為執行董事；劉嘉彥先生
為非執行董事兼主席；高希賢女士、鄒燦林先生、何敏怡女士及源子敬先生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