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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執行董事
陳永燊

孔仕傑

高玉足

王麗雯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一虹

鄺志強

蘇漢章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朂魚涌

英皇道734號
樂基中心

9樓912室

台灣主要營業地點
台灣

台北

長安東路

1段23號
國際商業大樓8樓

公司秘書
李健強

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

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8樓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The Bank of Bermuda Limited
Bank of Bermuda Limited Building
6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標準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

26樓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總行

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

台灣分行

彰化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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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漢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此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經過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美元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23,460 114,573
銷售成本 (52,104) (49,664)

毛利 71,356 64,909
其他收入 4 1,361 1,615
其他淨虧損 (336) (106)
銷售開支 (54,775) (50,469)
行政開支 (8,683) (8,192)
其他營運開支 (96) (108)

經營溢利 8,827 7,649
融資成本 6 (510) (511)

除稅前溢利 6 8,317 7,138
稅項 7 (2,101) (1,788)

本期間溢利 6,216 5,350

下列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237 5,414
少數股東權益 (21) (64)

6,216 5,350

股息 8 － －

每股盈利 9
－基本 0.63美仙 0.55美仙

－攤薄 0.63美仙 0.55美仙

第8至19頁之附註構成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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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以美元計算）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0,171 9,725
商譽 8,989 8,989
無形資產－商標 17,528 17,711
遞延稅項資產 3,894 3,843

40,582 40,268

流動資產
投資 11 12,653 10,798
存貨 40,863 32,88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2 30,067 27,839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12 184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914 15,930

94,709 87,632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3 652 638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4 31,890 24,341
應付股東款項 15 0 813
現期稅項 5,398 5,186

37,940 30,978

流動資產淨值 56,769 56,65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7,351 9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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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以美元計算）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股東貸款 16 16,400 16,400
遞延收入 17 6,490 7,080
僱員福利 276 272

23,166 23,752

淨資產 74,185 73,17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8 12,593 12,593
儲備 19 60,736 59,75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73,329 72,352

少數股東權益 19 856 818

權益總額 74,185 73,170

第8至19頁之附註構成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漢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07

6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美元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四月一日之權益總額 73,170 67,811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淨收入：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財務報表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1,132 274

本期間直接於權益確認之淨收入 1,132 274

本期間溢利淨額 6,216 5,350

本期間已確認之收入及支出總額 7,348 5,624

下列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310 5,675
－少數股東權益 38 (51)

7,348 5,624

本期間已宣派或批准之股息 (6,333) (6,350)

資本交易產生之權益變動：

向少數股東贖回一間附屬公司之股本 － (2,033)

－ (2,033)

於九月三十日之權益總額 74,185 65,052

第8至19頁之附註構成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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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美元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所動用）淨現金 6,703 (1,655)

投資活動所動用淨現金 (4,384) (2,085)

融資活動所動用淨現金 (7,335) (9,37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5,016) (13,112)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930 21,235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914 8,12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914 8,123

第8至19頁之附註構成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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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美元計算）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綜合簡明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16適用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簡明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符，惟本集團採納下列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
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資本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貨膨脹
－詮釋第7號 經濟下之財務報告採用重列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詮釋第8號 股份付款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新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詮釋第10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
－詮釋第11號 庫存股份交易

採用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準則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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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且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
釋已經頒佈。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該等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本集團尚在評估該
等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預期將會對首次採納期間所造成之影響。迄今為止，本集
團認為採納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之
機會不大。

3.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服裝及配飾之設計、市場推廣及銷售及商標之特許經營。營業
額指向客戶供應貨物之銷售額及商標之特許經營專利費收入。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美元 千美元

服裝銷售 121,461 113,134
專利費收入 1,999 1,439

123,460 114,573

4. 其他收入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美元 千美元

租金收入 370 379
銀行利息收入 335 331
應收供應商賠償款 230 401
其他 426 504

1,361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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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屬全球性業務，但集中於數個主要經濟環境。本集團於兩個財政期間
之收入及業績按地理分類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間
台灣 韓國 菲律賓 新加坡 香港 馬來西亞 撇銷 未分配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外部
客戶之收入 50,684 57,726 2,617 6,861 1,897 1,006 － 2,669 123,460

分類間收入 3,542 － － 6 － － (4,648) 1,100 －

總計 54,226 57,726 2,617 6,867 1,897 1,006 (4,648) 3,769 123,460

分類業績 3,072 6,316 (47) (1,790) (629) (309) 6,613
未分配營運
收入及開支 2,214

融資成本 (510)
稅項 (2,101)

本期間溢利 6,216

本期間折舊及
攤銷 672 857 116 262 85 129 37 2,158

應收賬款之
減值虧損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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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間
台灣 韓國 菲律賓 新加坡 香港 馬來西亞 撇銷 未分配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外部
客戶之收入 49,891 49,248 2,229 8,076 1,755 1,201 － 2,173 114,573

分類間收入 4,047 － － 19 91 － (5,099) 942 －

總計 53,938 49,248 2,229 8,095 1,846 1,201 (5,099) 3,115 114,573

分類業績 2,886 5,559 (142) (1,028) (1,000) (127) 6,148
未分配營運
收入及開支 1,501

融資成本 (511)
稅項 (1,788)

本期間溢利 5,350

本期間折舊及
攤銷 823 586 111 250 153 96 50 2,069

應收賬款之
減值虧損 － － － － － － 570 570

本集團之收入按業務分類分析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美元 千美元

服裝銷售 121,461 113,134
專利費收入 1,999 1,439

123,460 11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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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美元 千美元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
墊款及其他借貸利息 17 18

股東貸款利息 493 493

510 511

(b) 其他項目
已售存貨成本 52,104 49,664
僱員成本 15,646 14,030
折舊 2,158 2,069

7. 稅項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撥備 － －

本期稅項－海外
本期間撥備 2,152 1,828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產生及轉回 (51) (40)

2,101 1,788

由於就香港利得稅之計算而言，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
虧損，故並無於財務報表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零六年：零美元）。

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以相關國家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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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六年：
零美元）。

9.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6,237,000美元（二零零六年：5,414,000美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982,250,000股（二零零六年：982,250,000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所有潛在普通股於兩段期間具有反攤薄效應，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
相同。

10. 固定資產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買新固定資產達3,144,000美元（二
零零六年：2,681,000美元）。

11. 投資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買賣證券（按市值）
台灣上市基金 12,653 10,798

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賬款 12,721 10,489
專利費應收款 368 383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4,691 4,366
租金按金 12,287 12,601

30,067 27,839

除租金按金外，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預期可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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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之應收賬款及專利費應收款（已扣除呆壞賬
減值虧損）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當期 11,155 9,297
逾期一至三個月 1,891 1,533
逾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43 42

13,089 10,872

13. 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有抵押 652 638
無抵押 － －

652 638

該等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或按通知即時償還。

1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應付賬款 14,238 7,352
應付票據 613 1,543
應計費用 9,445 7,898
已收按金 3,911 3,658
遞延收入（附註17） 1,180 1,180
應付股東之貸款利息 493 985
其他 2,010 1,725

31,890 2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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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取得之信貸期由30日至45日不等。除已收按金外，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
款預期可於一年內償還。

本集團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括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一個月內或按通知即時到期 13,093 6,079
一至三個月內到期 1,029 1,925
三至六個月內到期 729 891

14,851 8,895

15. 應付股東款項

結餘均為無抵押、免息及按通知即時償還。

16. 股東貸款

有關貸款乃由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Hang Te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向本公
司之股東商借作為在二零零一年收購 ILC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ILC」)之用。該
等貸款為無抵押及按年息6厘計算。餘款於二零一一年到期償還。

17. 遞延收入

遞延收入指自特許經營商收取之一次性即時商標特許費之未賺取之部分，而按商標
特許經營之期限確認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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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股本

法定：

股份數目 款額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
之普通股 2,500,000,000 2,500,000,000 32,051 32,051

每股面值10,000港元之
可換股優先股
（「可換股優先股」） 7,307 7,307 9,368 9,368

41,419 41,419

已發行及繳足：

可換股 可換股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款額 優先股數目 優先股款額 合計款額

千股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股本 982,250 12,593 － － 12,593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
行及繳足股本概無變動。

根據本集團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已向本集團若干僱員授出之10,660,000份購股權於二
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授出購股
權。

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已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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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儲備

購股權 少數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匯兌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股東權益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 1,528 5,710 4,124 442 40,734 52,538 2,680 55,218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財務報表所產生
之匯兌差額 － － 409 － － 409 49 458

削減附屬公司資本時
變現之匯兌儲備 － － (619) － － (619) － (619)

批准往年之股息 － － － － (6,350) (6,350) － (6,350)
向少數股東贖回
附屬公司資本 － － (17) － (154) (171) (1,879) (2,050)

本年度溢利 － － － － 13,952 13,952 (32) 13,920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 1,528 5,710 3,897 442 48,182 59,759 818 60,577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財務報表所產生
之匯兌差額 － － 1,073 － － 1,073 59 1,132

批准往年之股息 － － － － (6,333) (6,333) － (6,333)
本期間溢利 － － － － 6,237 6,237 (21) 6,216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1,528 5,710 4,970 442 48,086 60,736 856 6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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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 截至 於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於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三月

關連人士名稱 關係 交易性質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九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Michel Rene 由本公司之 已收租金收入 21 6
Enterprises 一名股東
Limited 控制之公司 已付租金 12

應收款項 44 40

Chua and Company 一間非全資公司 銷售貨物 658 909
及其聯繫人士 之少數股東及

其聯繫人士

Hang Ten China 由本公司 專利費收入 82 74
Group Limited 主要股東

控制之公司 應收款項 138 107

Avon Dale 本公司非全資 專利費收入 49 5
Garments Inc 附屬公司之

少數股東 應收款項 30 37
及其聯繫人士

212 184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通知即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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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承擔

(a) 經營租約承擔

根據經營租約，於下列期間應支付之未來租金總額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一年內 21,925 19,459
一年後但五年內 27,805 26,574

49,730 46,033

(b)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並無尚未支付之重大資本承擔（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
一日：零美元）。

22.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本集團收到台灣稅務局（「台灣稅務局」）就本集團透過若干根
據合作安排與第三方經營零售店舖之銷售追加增值稅（「增值稅」）及罰款發出之申索
通知書。台灣稅務局認為，本集團已就增值稅申報撇除部份自一九九九年一月至二
零零二年十二月期間之銷售額。經考慮有關專業意見後，本集團已在以往年度之財
務報表為追加增值稅作出撥備，惟並無就罰款作任何撥備。臺北高等法院最近已審
理此案，並判本集團勝訴。根據目前所得資料，董事有信心本集團具備合理理據拒
絕繳付罰款，並且認為不須進一步作出撥備。由於台灣稅務局已上訴至最高法院，
而法庭聆訊仍在進行中，故並無撥回該追加增值稅撥備。

23. 中期財務報表之批准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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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營運回顧

營運回顧

期內，本集團繼續透過擴充其「漢登」網絡及發展其更時尚之「H&T」之品牌擴充
其零售網絡。期內營業額輕微增長7.8%。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之營業額為123,460,000美元（二零零六年：114,573,000美元）。與上一
個財政年度同期相比，期內經營溢利增加1,178,000美元至8,827,000美元（二零
零六年：7,649,000美元），增幅為15.4%。期內股東應佔純利增長15.2%至
6,237,000美元（二零零六年：5,414,000美元）。

本六個月期間之毛利率輕微上升至57.8%（二零零六年：56.7%）。毛利率改善主
要由於來自南韓市場佔銷售額之比率提高，由於產品組合不同，本集團產品一

般得以在當地獲得較高之毛利率。期內，本集團之毛利達到71,356,000美元（二
零零六年：64,909,000美元）。

本集團一直密切監控成本，並採取成本控制措施將其營運開支控制於合理水平。

由於零售網絡擴充及銷售活動增加，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

售開支與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相比增加8.5%，金額達54,775,000美元（二零零六
年：50,469,000美元）。行政開支增加至8,683,000美元（二零零六年：8,192,000
美元）。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韓國業務擴充。其他經營開支約為96,000美元（二
零零六年：108,000美元）。

服裝銷售

本集團約98.4%（二零零六年：98.7%）之營業總額來自服裝銷售。截至二零零七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服裝零售及分銷帶來之銷售額為121,461,000美元（二
零零六年：113,134,000美元），其中零售銷售收入為118,074,000美元（二零零
六年：109,255,000美元），而於台灣進行之分銷活動帶來之銷售額為3,387,000
美元（二零零六年：3,879,000美元）。此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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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過去數年推出及開發新品牌以拓闊其市場及令其市場更多元化。儘管

大部份服裝銷售額仍然來自本集團之核心品牌「漢登」，惟本集團經營之其他品

牌（例如「H&T」及「Arnold Palmer」）帶來之貢獻正持續增長。來自該等品牌之銷
售收入佔服裝銷售總額約13%。

期內，本集團繼續擴充其網絡，大部份新店設於韓國。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共有661間店舖（二零零六年：600間），總店舖樓面面積約為578,000
平方呎（二零零六年：552,000平方呎）。與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共
有648間店舖（總店舖樓面面積為590,200平方呎）之數目相比，本集團於本期間
新開設13間店舖。

台灣

台灣市場於本期間之銷售額約佔本集團營業總額約41.1%。儘管於本期間台灣
之整體經濟情況及消費者信心仍然低迷，銷售額仍輕微增長1.6%。截至二零零
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台灣市場之銷售總額為50,684,000美元（二零零六
年： 49,891,000美元），其中零售銷售額為 47,297,000美元（二零零六年：
46,012,000美元），分銷活動產生之銷售額為 3,387,000美元（二零零六年：
3,879,000美元）。於二零零六年，本集團取得許可權在台灣製造及銷售「Arnold
Palmer」品牌服裝產品。隨著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年底推出「Arnold Palmer」產
品，本集團預期可吸引尋求高端市場產品之不同客戶群。本集團已為此品牌之

產品開設專門店。於本期間已開設9間新「Arnold Palmer」專門店，令「Arnold
Palmer」專門店總數增加至16間。儘管此產品線仍在發展中及帶來之貢獻尚小，
客戶初步反應仍然令人鼓舞。於期終，包括所有品牌在內，本集團於台灣共有

263間店舖（二零零六年：251間店舖）。

由於銷售額輕微增長，來自此市場之經營溢利增長6.4%至3,072,000美元（二零
零六年：2,886,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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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去年同期相比，本集團於南韓之銷售

額增長17.2%至57,726,000美元（二零零六年：49,248,000美元），而經營溢利則
增長13.6%至6,316,000美元（二零零六年：5,559,000美元）。銷售額增長乃因本
集團於南韓擴充零售網絡。期內，本集團開設11間新「Hang Ten」店舖及11間新
「H&T」店舖。「H&T」產品線自二零零六年年初推出後穩定增長。此產品線提供
更追上潮流及時尚之便服，其針對更注重潮流之青少年市場。「H&T」品牌之銷
售額佔本集團於南韓市場之銷售額約22%。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
於南韓共有287間店舖（二零零六年：239間），其中60間（二零零六年：42間）為
「H&T」專門店。南韓市場之銷售額佔本集團之營業總額約46.8%。

菲律賓

菲律賓市場之銷售額增長17.4%至2,617,000美元（二零零六年：2,229,000美
元）。因此，於此市場錄得之營運虧損大幅減少至47,000美元（二零零六年：虧
損142,000美元）。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菲律賓共有52間零售店
舖（二零零六年：50間）。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由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之零售市場競爭加劇，加上經營成本不斷上漲，該等市

場之銷售額及經營業績亦有所下跌。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新

加坡及馬來西亞市場之銷售額分別減少15%及16.2%。新加坡市場之銷售額為
6,861,000美元（二零零六年：8,076,000美元），而馬來西亞市場之銷售額為
1,006,000美元（二零零六年：1,201,000美元）。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之業務分別
錄得1,790,000美元（二零零六年：1,028,000美元）及309,000美元（二零零六年：
127,000美元）之經營虧損。於本期間期終，本集團於新加坡共有38間店舖（二
零零六年：38間店舖），而於馬來西亞共有12間店舖（二零零六年：11間店舖）。



漢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07

23

香港

服飾零售市場之競爭依然相當激烈。經營成本（尤其是租金）仍然高昂。期內，

本集團遷移部份業績欠佳之店舖。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8間店
舖（二零零六年：8間店舖）。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於香港
錄得1,897,000美元（二零零六年：1,755,000美元）之銷售總額。由於銷售情況
及效率於期內有所改善，本集團於此市場錄得之經營虧損減少至629,000美元
（二零零六年：1,000,000美元）。

特許經營業務

本集團之特許經營業務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來自批授「漢登」商標及其他商標特許權之收入為1,999,000美元（二
零零六年：1,439,000美元）。

流動資本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現金流量及由銀行提供之銀行融資作為營運資金。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經營業務獲得之現金為

6,703,000美元（二零零六年：動用1,655,000美元）。期內，本集團向其股東派
付股息6,333,000美元（二零零六年：6,334,000美元）及動用3,144,000美元（二零
零六年：2,681,000美元）資本開支。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
及銀行結餘為10,914,000美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5,930,000美元），
而可即時兌換為現金之上市基金為12,653,000美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10,798,000美元）。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由銀行提供之財務融資約為31,000,000美元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31,000,000美元），其中652,000美元（二零零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638,000美元）已動用。部份銀行融資以本集團一個辦公室物業
作抵押。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總負債包括銀行貸款652,000美元（二零零
七年三月三十一日︰638,000美元）及股東貸款16,400,000美元（二零零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16,400,000美元），共為17,052,000美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17,038,000美元），佔本集團總資產12.6%（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3.3%）。
股東貸款為無抵押及於二零一一年到期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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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透過加強及拓寬其產品設計及產品線以增加其客戶基礎。其亦將

物色將其業務拓展至新市場之機會。然而，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控成本，並將

繼續採取著重提升溢利及效率之策略。

儘管台灣之零售市場仍然受到疲弱之經濟環境及消費者需求影響，管理層已採

取適當措施以確保台灣之業務將繼續帶來令人滿意之業績。由於新推出之

「Arnold Palmer」受到客戶歡迎，本集團計劃設立更多專門銷售點以擴充此品牌
產品之地域覆蓋。隨著銷售點增加，管理層相信此新品牌產品帶來之貢獻將會

增加。

於南韓市場，「H&T」品牌迄今之表現符合管理層之期望。本集團計劃在奠下此
業務根基後開設更多店舖。本集團計劃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新增共23間新店舖，
其中包括9間新「H&T」專門店。管理層深信透過開設更多新店及改善店舖之效
率，南韓業務將繼續帶來令人滿意之業績。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之營運環境將仍然競爭激烈。本集團將改善該等市場之貨品

及產品線以加強其競爭力。儘管菲律賓及香港之貢獻相對較少，惟該等市場之

表現已有所改善。本集團將繼續採納措施以改善該等市場之店舖之效率及盈利

能力。

為了將業務擴展至新市場，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向 Accurate Sino
Developments Limited收購其於中國大陸之業務。進行收購後，本集團目前於中
國大陸經營約70間「漢登」店舖。本集團計劃逐步開拓此市場，並將於主要城市
開設新店舖。本集團亦計劃於中國大陸市場引入「H&T」品牌及概念。

本集團之特許經營業務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本集團正於若干國家物色

新的特許經營商機，藉此拓展國際特許經營商網絡，並透過此業務賺取更穩定

收入及擴展本集團之品牌之全球覆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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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六

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1,700名（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1,760名）全職僱員，其中約1,050名位於台灣。約有1,320名僱員從事銷售及市
場推廣活動。本集團根據行業慣例及個別僱員表現提供優厚之薪酬待遇，僱員

亦可參與本公司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董事於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之規定所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本公

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定義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條XV部）股份中之
權益如下：

佔已發行

持有普通股 普通股總數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之數目 之概約百分比

孔仕傑 個人 36,200,000 3.69%
王麗雯 個人 9,000,000 0.92%
高玉足 個人 9,000,000 0.92%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

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
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以披露，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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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概無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獲授任何權利，可藉

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之方式而獲利，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取得

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
及其他人士名冊顯示，以下股東已知會本公司其於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中擁有

之有關權益及淡倉︰

佔已發行

普通股總數

名稱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之概約百分比

Asian Wide Service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69,886,000 37.66%

YGM Trading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01,200,000 20.48%

惠理基金管理公司（附註1） 投資經理 58,668,000 5.97%

附註1： 由於謝清海先生於惠理基金管理公司擁有控制權，因此彼被視為於惠理基金管
理公司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未知悉於本公司已發

行普通股有任何相關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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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唯一股東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

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已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本期間並無授出購股權。期內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

購股權數目概無變動。

於二零零七年

四月一日及

二零零七年九月

授出日期 三十日尚未行使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二零零四年四月七日 5,330,000 1.52港元 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四年四月七日

5,330,000 1.52港元 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10,660,000

以上所有購股權乃授予本集團之僱員。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本公司已設有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書

面權責範圍，載述審核委員會之權力及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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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參照其權力及職責訂定書面權責範圍。薪酬委員

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操守準則，其條款並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
所載之規定標準（「標準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別垂詢後，全體董

事均確認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全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審

閱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代表董事會

漢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永燊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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