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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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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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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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2668）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百德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欣然公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如
下：

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264,949 238,214
銷售成本 (230,662) (195,412)

毛利 34,287 42,802
其他收益 5 1,494 1,558
其他淨獲益 5 993 98
行政開支 (15,758) (15,054)
銷售開支 (6,323) (3,657)

經營溢利 6 14,693 25,747
財務成本 7 (509) (508)

除稅前溢利 14,184 25,239
所得稅開支 8 (2,399) (6,686)

期內溢利 11,785 18,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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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入報表（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權股東 12,049 18,824
非控股權益 (264) (271)

11,785 18,553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9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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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1,785 18,553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可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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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1,33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0,584 17,218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權股東 9,914 17,399
非控股權益 670 (181)

10,584 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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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42,489 144,001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 4,475 4,495
投資物業 8,358 8,723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 –
遞延稅項資產 929 914

156,251 158,133

流動資產
存貨 64,294 38,093
應收貿易款項 12 96,417 24,320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訂金 7,603 18,24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015 6,171

223,329 86,82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3 39,856 13,316
應付票據 1,980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852 15,448
應付一家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
　持有人款項 3,582 3,857
銀行借貸 65,005 16,717
融資租賃承擔 – 19
應付稅項 142 333

131,417 49,690

流動資產淨值 91,912 37,13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48,163 19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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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074 5,773
撥備及其他應計費用 15,455 15,455

22,529 21,228

資產淨值 225,634 174,04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8,300 23,640
儲備 199,354 153,094

本公司股權股東應佔股本總額 227,654 176,734
非控股權益 (2,020) (2,690)

股本總額 225,634 17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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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載之適用披露條文（包括
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編製。

中期財務資料乃按二零一三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而成，預期會在二
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有關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乃載於
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須作出會影響會計政策應用以及
按本年截至報告當日為止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之報告金額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
結果可能有別於此等估計。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及本公司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之發展列示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獨立財務報表

－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規定，於符合若干條件之情況下，實體須將於日後可能被重新
分類為損益之其他全面收入項目與不會被重新分類為損益之其他全面收入項目分開呈列。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財務資料內對呈列其他全面收入之方式作出相應修訂。

採納其他經修訂、修訂及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概無任何影響。

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未採納任何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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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執行董事視本集團之營運為單一業務分部而加以管理。

按地域市場劃分，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212,257 191,993
歐洲 23,568 25,020
亞洲 19,850 13,481
澳洲 39 287
其他 9,235 7,433

264,949 238,214

4. 季節性營運

本集團通常於上半年之需求較大，故本集團上半年可錄得較佳收入及業績。

5. 其他收益及淨獲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益
已收折讓 73 74
來自一家聯營公司之利息收入 21 113
其他利息收入 20 6
償付收入 670 429
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108 90
出售報廢及閒置原材料 – 193
雜項 602 653

1,494 1,558

其他淨獲益
匯兌淨獲益╱（虧損） 817 (4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獲益 4 12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 172 128

993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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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之攤銷 59 5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287 11,495
投資物業折舊 63 –
存貨撥備 – 640

7.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指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及融資租賃支出。

8.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1,098 3,440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1,301 3,246

2,399 6,686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以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16.5%）計算。

中國大陸之附屬公司須根據25%之稅率繳稅（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5%）。由於該等附屬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於期內並無就所得稅作出撥備。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股東應佔期內溢利12,04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8,824,000港元）及加權平均已發行普通股247,096,623股（截至二零一
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36,402,00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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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9,229,000港元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176,000港元）。

12. 應收貿易款項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報之應收貿易款項（減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57,913 18,177

1至3個月 38,263 5,936
3至12個月 241 207

96,417 2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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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本集團不會向
客戶收取抵押品。由於本集團大部分客戶主要來自美國，信貸評級高，因此承受有關行業
及國家的違約風險之影響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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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款項

按發票日期呈報之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17,351 9,701
1至3個月 20,668 2,977
3至12個月 1,837 638

39,856 13,316

14.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賬面總值分別為4,46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4,535,000港元）及59,03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零港元）之香港及
中國內地之租賃物業已用作本集團所動用之信貸融資之抵押。

15. 股本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本公司根據配售協議按每股股份0.88港元之價格合共發行
46,598,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新普通股，以增加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有關該股份配
售之進一步詳情乃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八月八日之公告。

16.  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尚存而未有於中期財務資料撥備之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 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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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a) 主要管理層人員酬金

本集團主要管理層人員酬金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2,334 2,062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39 36

2,373 2,098

(b) 融資安排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34,07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4,428,000港
元）之銀行貸款由一名董事控制之一間公司持有之租賃物業之法定押記作抵押。

(c) 其他關聯人士交易

期內，本集團訂立下列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關聯人士姓名 交易性質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百德（廣泰）針織 樣本銷售收入 – 31
 有限公司 租金及其他收入 267 145

已付佣金 12 2
逾期利息收入 21 113
到期款項之
　減值虧損撥回 172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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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業務於本財政期間起始時實現重大發展。四月初，本集團在北京設立首個
零售寄賣店，售賣「as know as ponpoko」品牌之兒童服裝產品。該品牌授權自日
本知名服裝品牌，標誌著本集團在中國大陸進行國內銷售之新業務方向。截至二
零一三年九月底，本集團已在中國大陸擁有三家零售寄賣店，兩家位於北京，一
家位於上海。

緃然本集團之零售額並未為其營業額作出重大貢獻，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零售額為265,000,000港元，較上一年度同期之營業額
238,000,000港元增加11%。該營業額增加主要歸功於平均銷售價格上升。於六
個月回顧期間，本集團生產出更多高端產品，導致其產品之平均單位價格上升
10%。該表現反映出本集團透過專注於售價較高之高端產品，努力不懈地改善其
產品組合。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主要客戶仍在美國，約佔本集團總營業額之80%。其餘
20%銷售額來自歐洲、亞洲及其他地區。

儘管本集團擁有銷售實力，但期內其毛利率下跌，此乃由於本集團及中國南方眾
多製作商遭遇勞工短缺問題。期內，本集團勞工成本大幅上升，同時，其為符合
生產期限須向分包商下達生產訂單。因此，本集團之毛利率自去年同期之18%跌
至13%，而其毛利自前一期間之42,800,000港元跌至34,300,000港元。

盈利能力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凈溢利為11,800,000港元。此乃較
上一年度同期減少36%。該減少主要歸因於上述毛利減少，而銷售成本增加。

本集團行政開支增加700,000港元，主要由於行政人員之薪金及工資增加所致。本
集團之銷售費用較上一年度同期增加73%，主要由於佣金開支增加所致。

本集團所得稅較上一年度同期大幅減少64%，主要由於盈利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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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55,000,000港元，較二
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大幅增加約49,000,000港元。該增加歸因於本集團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募集股份及銀行借款增加所致。

本集團主要以其經營現金流入及超逾152,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114,000,000港元）之信貸融資滿足其營運資金所需。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
日，信貸融資當中65,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17,000,000港元）
經已動用。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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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外匯風險源自人民
幣、泰銖及港元（其與美元掛鈎）之匯率變動。本集團之銷售主要以美元列值。近
年來，本集團購買原材料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結算。本集團於中國（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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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財務工具以對
沖外匯兌換變動之風險。

儘管本集團以港元列值之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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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經營業務之負債權益比率為30%，故並無重大利率風險。

中期股息

董事已議決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零港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賬面總值分別為4,5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4,500,000港元）及59,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零
港元）之香港及中國內地之租賃物業已用作本集團所動用之信貸融資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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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出之財務擔保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向授出融資予若干附屬公司之銀行及其他金
融機構作出公司擔保，該等融資金額為約176,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117,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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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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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17,000,000港元）。

資本支出及承擔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資本支出約9,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10,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承擔之資本承擔為零港元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6,400,000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合共約2,216名僱員（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約1,709名僱員）。期內，本集團之員工成本總額約為65,000,000港元，佔本
集團營業額之25%。僱員薪酬及紅利乃根據彼等之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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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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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戰略發展之一部分，本集團堅信，其須利用中國人口財富不斷增加之優勢，
發展國內銷售業務。於中國大陸推出零售業務之後，本集團之兒童服裝產品持續
受到歡迎。憑藉其製作優質針織成衣方面之製作優勢，本集團已發展出一條「as 
know as ponpoko」品牌之兒童服裝產品線，並在其東莞工廠內製作服裝。本集團
認為，該零售策略為其未來增長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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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報告

董事欣然報告，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載列之企業管治守則
（「守則」）之守則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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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企業管治架構及於有需要時作出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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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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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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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董事根據守則成立四個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企業管
治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鄒燦林先生、高希賢女士、何敏怡
女士及源子敬先生組成，彼等已與管理層及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
慣例，以及討論與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
資料。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已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

中期業績公佈

本公告刊登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之網
站(www.paktak.com)。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本集團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
間寄發予股東及刊登於以上網站。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鄭季春先生、羅輝城先生、連植焜先生、 
連永洲先生；非執行董事及主席劉嘉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高希賢女士、 
鄒燦林先生、何敏怡女士及源子敬先生組成。

代表董事會
百德國際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羅輝城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