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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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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總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台灣分行

彰化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公司網址
www.hangten.com.hk

執行董事
陳永燊
高玉足
王麗雯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一虹
鄺志強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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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鰂魚涌
英皇道734號
樂基中心
9樓9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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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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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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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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038,199 917,440
銷售成本 (445,429) (420,329)

  

毛利 592,770 497,111
其他收入 4 10,433 10,725
其他淨收入╱（虧損） 4 8,368 63,133
銷售開支 (442,820) (398,506)
行政開支 (62,796) (53,370)
其他營運開支 (929) (61,869)

  

經營溢利 105,026 57,224
融資成本 6 (4,078) (4,498)

  

除稅前溢利 6 100,948 52,726
稅項 7 (15,381) (11,531)

  

本期間溢利 85,567 41,195
  

下列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5,621 42,250
　非控股權益 (54) (1,055)

  

85,567 41,195
  

每股盈利 9
　－基本 8.72港仙 4.30港仙

  

　－攤薄 8.72港仙 4.30港仙
  

第9至22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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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 85,567 41,19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本期間產生之匯兌差額 1,177 44,801
　　本期間已出售海外業務之重新分類調整 2,141 –

  

3,318 44,801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88,885 85,996
  

下列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8,256 87,012
　非控股權益 629 (1,016)

  

88,885 85,996
  

第9至22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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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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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資產 10
　－投資物業 51,356 50,873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21,551 125,421

  

172,907 176,294

商譽 74,038 74,038
無形資產 11 115,082 115,309
其他應收賬款 13 42,614 44,140
遞延稅項資產 22,823 23,536

  

427,464 433,317
  

流動資產
投資 12 25,111 84,475
存貨 315,345 245,36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3 223,217 216,63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1 116 248
現金及銀行結餘 241,910 275,116

  

805,699 821,837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及透支 14 17,937 17,12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5 222,114 255,845
應付股東款項 16 – 8,631
本期稅項 42,782 49,942

  

282,833 331,541
  

流動資產淨值 522,866 490,29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50,330 92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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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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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貸款 17 127,182 127,182
少數股東貸款 18 3,048 3,048
遞延收入 19 22,877 27,453
僱員福利 3,668 3,614

  

156,775 161,297
  

淨資產 793,555 762,31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0 98,225 98,225
儲備 695,702 661,47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793,927 759,695

非控股權益 (372) 2,621
  

權益總額 793,555 762,316
  

第9至22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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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匯兌儲備 法定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制
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98,225 11,920 44,538 (72,849) 8,269 502,807 592,910 4,296 597,206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批准往年之股息 – – – – – (39,290) (39,290) – (39,29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44,762 – 42,250 87,012 (1,016) 85,996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之結餘 98,225 11,920 44,538 (28,087) 8,269 505,767 640,632 3,280 643,912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 – 946 (946) –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8,318 – 100,745 119,063 (659) 118,404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98,225 11,920 44,538 (9,769) 9,215 605,566 759,695 2,621 762,316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批准往年之股息 – – – – – (54,024) (54,024) – (54,024)
出售一家非全資附屬公司 – – – – – – – (3,622) (3,62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2,635 – 85,621 88,256 629 88,885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98,225 11,920 44,538 (7,134) 9,215 637,163 793,927 (372) 793,555
         

第9至22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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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動用）╱所得之淨現金 (23,674) 32,454

投資活動所得之淨現金 51,572 18,519

融資活動所動用之淨現金 (61,104) (53,5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33,206) (2,583)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5,116 131,998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1,910 129,41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241,910 129,415
  

第9至22頁之附註構成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9

漢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0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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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簡明財務報表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經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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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符，惟採納下列於本會計期間首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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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及詮釋除
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之
　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本 股份付款－集團以現金結算的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配非現金資產

其他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零九年）

採納上述經修訂準則、修訂本、詮釋及改進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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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詮釋
已經頒佈。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該等新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本集團尚在評估該等新
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預期將會對首次採納期間所造成之影響。迄今為止，預期採納該
等新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3.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服裝及配飾之設計、市場推廣及銷售以及商標之特許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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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營業額之各重大分部收
益數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服裝銷售 1,025,555 904,559
專利費收入 12,644 12,881

  

1,038,199 917,440
  

4. 其他收入及其他淨收入╱（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租金收入 2,020 1,311
銀行利息收入 1,449 2,202
應收供應商賠償款 1,496 1,815
其他 5,468 5,397

  

10,433 10,725
  

其他淨收入╱（虧損）
外幣匯兌收益淨額 4,447 12,175
出售固定資產之淨（虧損）╱收益 (250) 1,466
出售商標之收益 – 47,740
其他 4,171 1,752

  

8,368 6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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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服裝業務之地理位置及特許經營業務管理其業務。本集團以與本集團最高層管
理人員用於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之內部報告資料相一致之基準，已確定以下報告分部。

－ 服裝銷售：台灣

－ 服裝銷售：韓國

－ 服裝銷售：菲律賓

－ 服裝銷售：新加坡

－ 服裝銷售：馬來西亞

－ 服裝銷售：香港及澳門

－ 服裝銷售：中國內地

－ 特許經營

收益及支出乃經參考該等分部產生之營業額及支出或該等分部應佔之資產折舊或攤銷產
生之收益及支出分配至可報告分部。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方法為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前
之經營溢利（不包括其他總辦事處或企業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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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服裝銷售
 

台灣 韓國 菲律賓 新加坡
香港及
澳門 馬來西亞 中國內地 小計 特許經營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448,084 412,625 – 65,440 35,580 12,139 51,687 1,025,555 12,644 1,038,199
分部間收入 6,491 – – – – – – 6,491 7,693 14,184

          

可報告分部收入 454,575 412,625 – 65,440 35,580 12,139 51,687 1,032,046 20,337 1,052,383
          

可報告分部溢利 33,518 47,350 – 8,140 4,449 587 (3,887) 90,157 17,627 107,784

本期間折舊及攤銷 6,181 9,193 – 1,284 451 711 1,662 19,482 – 19,482

應收賬款及專利費
　應收款之減值虧損 – 118 – – – – – 118 –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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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服裝銷售
 

台灣 韓國 菲律賓 新加坡
香港及
澳門 馬來西亞 中國內地 小計 特許經營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395,435 354,450 13,944 58,620 28,996 11,578 41,536 904,559 12,881 917,440
分部間收入 5,382 – – – – – – 5,382 6,817 12,199

          

可報告分部收入 400,817 354,450 13,944 58,620 28,996 11,578 41,536 909,941 19,698 929,639
          

可報告分部溢利 (32,199) 33,750 (2,342) 2,164 (1,551) (178) (3,342) (3,698) 16,068 12,370

本期間折舊及攤銷 6,196 5,731 527 1,644 504 745 2,319 17,666 54 17,720

應收賬款及專利費
　應收款之減值虧損 – 70 – – – – – 70 – 70

          

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台灣服裝銷售之分部業績包括一筆就增值稅
及罰款所作額外計提60,27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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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報告分部收入及溢利之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 1,052,383 929,639
撇銷分部間收入 (14,184) (12,199)

  

綜合營業額 1,038,199 917,440
  

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 107,784 12,370
撇銷分部間溢利 – –

  

107,784 12,370
融資成本 (4,078) (4,498)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收支 (2,758) 44,854

  

綜合除稅前溢利 100,948 5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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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墊款利息 255 675
股東貸款利息 3,823 3,823

  

4,078 4,498
  

(b) 其他項目
已售存貨成本 445,429 420,329
僱員成本 121,997 108,461
折舊 19,317 17,495
增值稅額外撥備 – 60,272

  

7.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海外
　本期間撥備 15,363 13,470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產生及撥回 18 (1,939)

  

15,381 11,531
  

由於承自過往年度之稅項虧損超過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
利，故並無於財務報表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由於本集團於該期間仍錄得香港利得稅虧
損，故並無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按有關國家之現行適用稅率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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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85,62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42,250,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股數
982,250,000股（二零零九年：982,250,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均無流通在外之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
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9.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本期間應計中期股息：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港仙
　（二零零九年：零港仙） 19,645 –

  

於結算日後擬派之中期股息並未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b) 期內確認為分派及已付之股息：

過往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5港仙
　（二零零九年：4.0港仙） 54,024 39,290

  



17

漢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0

10. 固定資產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買為數15,31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14,099,000港元）之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無形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結算日之無形資產賬面值如下：

商標 113,479 113,479
零售網絡 1,603 1,830

  

115,082 115,309
  

12. 投資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買賣證券（按市值）
　台灣上市基金 25,111 8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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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20,199 107,034
專利費應收款 5,179 4,133
減：呆賬撥備 (1,314) (1,202)

  

124,064 109,965
租金按金 75,724 81,668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66,043 69,145

  

265,831 260,778
減：非即期部份－其他應收款 (42,614) (44,140)

  

223,217 216,638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出售無形資產有關之應收本票49,25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50,362,000港元），該本票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前悉數償還。該應收本票以年利率6%
計息，每季複息，並以每季為基準，分期清還。根據本票之條款，票據發行人將自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起計一年後清還42,61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44,140,000港元），因此，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該金額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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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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無個別及共同出現減值之應收賬款及專利費應收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無逾期亦無減值 107,372 96,131
  

逾期一至三個月 13,404 11,213
逾期三個月以上但未滿一年 1,187 1,413
逾期一至兩年 2,101 1,208

  

已逾期款項 16,692 13,834
  

124,064 109,965
  

14. 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
　－有抵押 – 13,711
　－無抵押 17,937 3,412

  

17,937 17,123
  



20

漢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0

15.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102,790 71,281
應付票據 1,783 1,791
股東貸款利息 3,823 7,639
應計費用 47,263 111,096
遞延收入（附註19） 9,151 9,151
已收按金 27,009 26,328
其他 30,295 28,559

  

222,114 25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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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可於一年內支付。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計費用包括一筆為增值稅及罰款作出總額為
64,182,000港元之額外計提。該款項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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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或按通知即時到期 93,582 63,909
一至三個月內到期 10,423 7,561
三至六個月內到期 568 1,602

  

104,573 7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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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股東款項

結餘均為無抵押、免息及按通知即時償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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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少數股東貸款

一間附屬公司少數股東貸款為無抵押、免息及預期不會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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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股本

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
數目

普通股
款額

可換股
優先股
數目

可換股
優先股
款額 合計款額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
　股本 982,250 98,225 – – 98,225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及
繳足股本概無變動。

概無購股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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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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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關連人士名稱 關係 交易性質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於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Michel Rene 由本公司一名 已收租金收入 194 240
　Enterprises Limited 　股東控制之公司 已付租金 519 341

應收款項 116 170

Chua and Company
　及其聯繫人士

非全資公司
　之少數股東及
　其聯繫人士

銷售貨物 – 1,691

Avon Dale 
　Garments inc

本公司非全資
　附屬公司之
　少數股東及
　其聯繫人士

專利費收入
應收款項

– 271 – 78

  

116 24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通知即時償還。

22. 經營租約承擔

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57,535 168,279
一年後但五年內 158,745 180,481
五年後 – 2,606

  

316,280 35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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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營運回顧

概覽

隨著全球經濟逐步復甦，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零售市場業已改善。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業績已持續好轉。

以下為本集團之經營業績概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增加

營業額 1,038.2 917.4 13.2%
毛利 592.8 497.1 19.3%
經營溢利 105.0 57.2 83.6%
股東應佔溢利 85.6 42.2 102.8%
每股盈利 8.72港仙 4.3港仙 102.8%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為1,038,200,000港元，增加逾
13.2%，而本集團所有主要市場之銷售額亦錄得增長。透過調整產品組合、有效
控制採購成本及限制降價，本集團之毛利率得以上升2.9個百分點至57.1%，去年
同期則為54.2%。期內毛利增加19.3%至592,800,000港元。其他收入淨額下降
54,800,000港元，此乃由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淨額中包括
出售無形資產之收益47,700,000港元。

銷售及行政開支總額增加53,700,000港元至505,600,000港元。銷售及行政開支增
加反映本集團業務擴張之經營活動增加。銷售及行政開支總額佔營業額之實際百分
比下降0.5個百分點至48.7%。其他營運開支減少60,900,000港元，此乃由於截至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營運開支包括就台灣業務之額外增值稅及罰
款（其為非經常項目）作出計提60,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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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毛利增加以及出售無形資產之收益及計提額外增值稅及罰款屬非經常項目，截
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溢利增加83.6%至105,000,000港元，而
股東應佔溢利則增加102.8%至85,600,000港元。

營運回顧

本集團經營主要包括三個休閒服品牌（即「Hang Ten」、「H&T」及「Arnold 
Palmer」）之零售網絡及分銷該三個品牌之服裝。

本集團約98.8%（二零零九年：98.6%）之營業額來自服裝零售及分銷。截至二零
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服裝零售及分銷帶來之銷售額為1,025,600,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904,500,000港元），增長達13.4%。

來自服裝零售及分銷之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增加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減少）

台灣 448.1 395.4 13.3%
南韓 412.6 354.5 16.4%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77.6 70.2 10.5%
中國內地 51.7 41.5 24.6%
香港及澳門 35.6 29.0 22.8%
菲律賓 – 13.9 (100%)
總計 1,025.6 904.5 13.4%

期內，本集團所有經營地區之收入均呈兩位數增長。台灣及南韓仍為本集團之兩個
最重要市場，分別為本集團之總營業額貢獻43.2%及39.7%。隨著中國內地之業務
發展計劃如期進行，中國內地市場對本集團總營業額之貢獻已增加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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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業務過往對本集團總營業額之貢獻不足2%，且其於過往數年連續錄得虧
損。由於菲律賓之總體經濟環境未有任何重大改善，本集團已於期內出售其產生虧
損之菲律賓零售業務。然而，本集團繼續透過其授權分銷商及特許經銷商銷售本集
團產品以維持其於菲律賓之據點。將菲律賓業務由直接零售重組為分銷及特許經營
可使本集團節省資源並可透過分銷及特許經營產生收入。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台灣、南韓、中國內地、新加坡、馬來西亞以
及香港及澳門擁有763間從事直接零售業務之店舖，零售樓面面積約為618,000平
方呎。剔除已出售之菲律賓業務後，本集團於期內新增42間店舖。

台灣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448.1 395.4
經營溢利╱（虧損）（附註） 33.5 (32.2)

期末店舖數量 276 276

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台灣經營溢利包括計提額外增值稅及罰款
60,300,000港元。

台灣市況持續改善。「Hang Ten」及「Arnold Palmer」品牌之銷售額均錄得增長。
平均店舖銷售額增加逾10%。於本期間末，本集團在台灣擁有52間Arnold Palmer
店舖，而「Arnold Palmer」品牌為本集團在台灣之銷售額貢獻約13%。期內，台灣
業務之營業額增加13.3%，而經營溢利則增長204%至33,500,000港元。倘剔除於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額外增值稅及罰款作出之計提，則經營溢利
之增幅將為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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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412.6 354.5
經營溢利 47.4 33.7

期末店舖數量 307 300

隨著南韓經濟環境日趨穩定，本集團於期內通過新增11間店舖擴大其於南韓之網
絡。憑藉店舖擴張以及可資比較店舖銷售額逾10%之增長，南韓業務於期內之銷售
額錄得16.4%之增長。毛利率亦因商品成本控制得宜及售價上調而得以提升。經營
溢利增加40.7%至47,400,000港元。本集團時裝品牌「H&T」繼續保持上佳表現，
為南韓業務之營業額貢獻約25%。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底，本集團於南韓之307間店
舖中，有71間為「H&T」店舖。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77.6 70.2
經營溢利 8.7 2.0

期末店舖數量 37 43

儘管多間店舖已經結束營業，但本集團改善業務之努力持續帶來回報，新加坡及馬
來西亞之銷售額增長10.5%。盈利能力亦因表現不佳之店舖已經關閉及毛利率增加
而得以提升。本期經營溢利增加達335%至8,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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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51.7 41.5
經營虧損 (3.9) (3.3)

期末店舖數量 123 96

按照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發展計劃，期內已新開設34間店舖。相較去年同期，可資
比較店舖銷售額於期內增加逾10%。由於單一店舖銷售額及店舖數量增加，期內銷
售額增加24.6%。本集團亦已將時裝品牌「H&T」引入中國內地市場，初步市場反
應良好。「H&T」品牌在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中國內地業務之營業
額貢獻約30%。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底，在123間店舖中，49間為「H&T」店舖。期
內，為準備擴張零售網絡，本集團已增聘市場推廣及行政人員並獲得更多辦公室空
間，以滿足業務活動預期增長之需要。因此，行政開支增加導致經營虧損輕微增加
至3,900,000港元。然而，店舖層面之經營溢利總額較去年同期增加逾250%。管理
層相信，隨著本集團進一步擴大其網絡，該業務將會產生積極貢獻。

香港及澳門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35.6 29.0
經營溢利╱（虧損） 4.4 (1.6)

期末店舖數量 2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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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市場之表現持續好轉。期內，本集團搬遷若干店舖並於香港增開兩間店舖。期內
銷售額增長22.8%。由於銷售額增加及店舖效率持續提升，加之有效之成本控制，
本集團期內錄得經營溢利4,4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虧損1,600,000港元。

特許經營業務

本集團之特許經營業務繼續為本集團提供穩定收入。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Hang Ten」及其他商標之特許經營所產生之收入為12,600,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12,900,000港元）。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982,250,000股普通股，權益總額達
793,6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762,300,000港元）。期內，本公司
並無發行任何新股份。

現金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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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支付應計增值稅及罰款64,200,000
港元，導致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經營業務所用淨現金
23,600,000港元。投資活動所得現金為51,6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8,600,000
港元），此乃由於59,400,000港元之上市基金投資已獲變現。期內，本集團於融資
活動中動用現金61,1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3,600,000港元），主要包括支付
股息54,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241,900,000港元。此外，
本集團可即時兌換為現金之上市基金為25,1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資本狀況保
持穩健，流動比率為2.9倍（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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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由銀行提供之財務融資約為200,700,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05,800,000港元），其中約17,900,000港元已
經動用。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負債總額維持在低水平，佔資產總額
之12.0%（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1.7%）。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負
債權益比率為18.7%（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9.3%）。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
十日，本集團負債包括銀行貸款及透支17,9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17,100,000港元）、股東貸款127,2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27,200,000港元）及一間附屬公司少數股東貸款3,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3,000,000港元），共計148,1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47,300,000港元）。股東貸款為無抵押及於二零一一年到期償還。

展望

隨著經濟（尤其亞洲經濟）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逐步復甦，本集團所有主要業務之
業績均呈好轉。

本集團打進中國內地市場之發展計劃已取得穩步進展，本集團將繼續在該市場之擴
張。本集團已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成都、武漢、西安及其他城市建立逾
130個銷售點。本年度下半年將開設更多店舖。隨著本集團單一店舖銷售額逐步提
升及銷售網絡持續擴張，管理層相信中國內地業務將為本集團帶來強勁增長勢頭。

作為台灣及南韓領先休閒服裝零售商之一，本集團將受惠于經濟環境之持續改善。
本集團將增開新店，以進一步擴大業務覆蓋範圍。

本集團在其他市場（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及澳門）亦取得佳績。管理層相
信，通過繼續實施提高效率之策略、精選店舖位置及不斷提高產品品質，均有助鞏
固業務增長勢頭。

隨著消費者信心恢復及經濟逐步改善，本集團定可從持續復甦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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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
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港仙（二零零九年：零港
仙）。預期該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或該日前後支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包括首尾兩天）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期間內不會處理任何股份轉讓。如欲獲派中期股
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作登記，地址為香港皇后大
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2,100名（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2,100名）全職僱員，其中約1,740名從事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本集團根據行業慣
例及個別僱員表現向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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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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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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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XV部）股份中之權益如下：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普通股

之數目

佔已發行
普通股總數之
概約百分比

陳永燊 個人 550,00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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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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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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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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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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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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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
普通股總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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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未知悉於本公司已發行普
通股擁有任何相關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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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報內。期內並無授出購股權。概無購股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
使。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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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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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守則中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
應分開則除外。陳永燊先生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由同一人出任主席及
行政總裁之職務偏離守則中守則條文第A2.1條。董事會（「董事會」）相信，本公司
及本集團一直由本集團高級管理層遵從團隊方針來經營，而由陳永燊先生同時出任
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不會將權力不適當地集中於任何一個個人。另外，董事會相
信，本公司具有妥善之企業管治架構，確保對管理層實施有效監督，且董事會半數
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此外，審核委員會僅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彼等能自由
及直接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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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並訂明書面權責範圍以載述其權力及職責。薪酬委員會
由一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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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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彼等於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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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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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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