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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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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一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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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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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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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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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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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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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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美元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18,303 135,145
銷售成本 (54,201) (59,221)

  

毛利 64,102 75,924
其他收入 4 1,383 1,391
其他淨收入╱（虧損） 4 8,141 (2,061)
銷售開支 (51,387) (59,228)
行政開支 (14,593) (9,568)
其他營運開支 (267) (102)

  

經營溢利 7,379 6,356
融資成本 6 (580) (618)

  

除稅前溢利 6 6,799 5,738
稅項 7 (1,487) (1,209)

  

本期間溢利 5,312 4,529
  

下列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448 4,739
　少數股東權益 (136) (210)

  

5,312 4,529
  

每股盈利 8
　－基本 0.55美仙 0.48美仙

  

　－攤薄 0.55美仙 0.48美仙
  

第9至23頁之附註構成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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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美元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 5,312 4,52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所
　　產生之匯兌差額 5,777 (7,406)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1,089 (2,877)
  

下列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220 (2,562)
　少數股東權益 (131) (315)

  

11,089 (2,877)
  

第9至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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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以美元計算）

於
九月三十日

於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0
　－投資物業 6,475 6,800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6,756 15,989

  

23,231 22,789
商譽 9,647 9,647
無形資產 11 15,269 17,981
遞延稅項資產 3,835 3,585

  

51,982 54,002
  

流動資產
投資 12 8,084 8,028
存貨 38,528 32,81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3 33,690 24,93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67 54
現金及銀行結餘 16,688 17,021

  

97,057 82,852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4 3,378 4,14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5 36,071 28,484
應付股東款項 16 – 658
本期稅項 5,305 4,735

  

44,754 38,023
  

流動資產淨值 52,303 44,82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4,285 9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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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以美元計算）

於
九月三十日

於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股東貸款 17 16,400 16,400
少數股東貸款 18 393 393
遞延收入 19 4,130 4,720
僱員福利 382 361

  

21,305 21,874
  

淨資產 82,980 76,95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0 12,593 12,593
儲備 69,964 63,81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82,557 76,403

少數股東權益 423 554
  

權益總額 82,980 76,957
  

第9至23頁之附註構成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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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美元計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匯兌儲備
購股權
儲備 法定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少數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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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於二零零八年
　四月一日之結餘 12,593 1,528 5,710 3,846 350 913 62,591 87,531 970 88,501
截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
　權益變動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81 81
批准往年之股息 – – – – – – (8,866) (8,866) – (8,866)
已失效購股權 – – – (9) – 9 –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7,301) – – 4,739 (2,562) (315) (2,877)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八年
　十月一日之結餘 12,593 1,528 5,710 (3,455) 341 913 58,473 76,103 736 76,839
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之
　權益變動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 – – 148 (148) – – –
已失效購股權 – – – – (341) – 341 –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5,657) – – 5,957 300 (182) 118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之結餘 12,593 1,528 5,710 (9,112) – 1,061 64,623 76,403 554 7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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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5,066) (5,066) – (5,06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5,772 – – 5,448 11,220 (131) 11,089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12,593 1,528 5,710 (3,340) – 1,061 65,005 82,557 423 82,980

          

第9至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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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美元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之淨現金 4,185 1,512

投資活動所得╱（所動用）之淨現金 2,388 (3,150)

融資活動所動用之淨現金 (6,906) (7,6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333) (9,333)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021 23,767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688 14,43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688 15,634
銀行透支 – (1,200)

  

16,688 14,434
  

第9至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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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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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簡明財務報表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經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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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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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詮釋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
 修訂本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投資於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
 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金融工具披露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
 修訂本

股份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其他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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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規定分類披露須按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考慮及管理本集團之
方式進行，就每個可報告分類所報告之金額，為向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以供評
估分類表現及就營運事宜作出決策之量度指標。這有別於過往年度將本集團分類資料按
相關產品及服務以及按區域所劃分之分類分開呈列於不同之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使得分類資料之呈列方式與對本集團最高層管理人員作出之內
部報告更趨一致。由於此乃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呈列分類資料之首個期
間，比較數據已按與經修訂分類資料一致之基準呈列。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期內因與權益持有人進行之交易所
產生之權益變動，已於經修訂之綜合權益變動表內與所有其他收入及開支項目分開呈
列。所有其他收入及開支項目已於綜合損益表內呈列（倘彼等乃確認為期內損益之一部
份）或於新的主要報表綜合全面損益表內呈列。綜合全面損益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之新
呈列方式已於本中期財務報告中採納，相應之金額已予重列，以符合新呈列方式。呈列
方式之改變對任何呈列期間所報告之損益、總收入及開支或淨資產並無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本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
響，乃因該等修訂本與本集團業已採納之政策一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並無包含特別適用於中期財務報告之任何額外披露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本
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亦無重大影響。



11

漢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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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服裝銷售 116,642 133,202
專利費收入 1,661 1,943

  

118,303 135,145
  

4. 其他收入及其他淨收入╱（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收入
租金收入 169 270
銀行利息收入 284 286
應收供應商賠償款 234 403
其他 696 432

  

1,383 1,391
  

其他淨收入╱（虧損）
外幣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570 (2,123)
出售固定資產之淨收益╱（虧損） 189 (467)
出售商標之收益 6,156 –
其他 226 529

  

8,141 (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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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報告

本集團按服裝業務的地理位置及特許經營業務管理其業務。根據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之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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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定以下報告分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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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產生之銷售額及支出或該等分類應佔之資產折舊或攤銷產
生之銷售額及支出分配至可報告分類。用於報告分類溢利之方法為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
前之經營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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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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特許經營

分類間
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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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外部客戶
　之收入 50,991 45,706 1,798 7,559 3,739 1,493 5,356 116,642 1,661 118,303
分類間收入 694 – – – – – – 694 879 (1,573) –

           

可報告分類收入 51,685 45,706 1,798 7,559 3,739 1,493 5,356 117,336 2,540 (1,573) 118,303
           

可報告分類業績 (4,152) 4,352 (302) 279 (200) (23) (431) (477) 2,072 – 1,595
未分配營運收入
　及開支 5,784
融資成本 (580)
稅項 (1,487)

 

本期間溢利 5,312
 

本期間折舊
　及攤銷 799 739 68 212 65 96 299 2,278 7 2,285

          

應收賬款之
 減值虧損 – 9 – – – – – 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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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業績包括一筆就增值稅
及罰款作出之額外撥備7,711,000美元，已於附註6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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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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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特許經營

分類間
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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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外部客戶
　之收入 56,563 56,367 2,265 7,640 2,894 1,255 6,218 133,202 1,943 135,145
分類間收入 3,221 – – – – – – 3,221 990 (4,211) –

           

可報告分類收入 59,784 56,367 2,265 7,640 2,894 1,255 6,218 136,423 2,933 (4,211) 135,145
           

可報告分類業績 4,802 2,338 (275) (852) (141) (140) (707) 5,025 2,190 – 7,215
未分配營運收入
　及開支 (859)
融資成本 (618)
稅項 (1,209)

 

本期間溢利 4,529
 

本期間折舊
　及攤銷 798 1,036 109 252 100 51 425 2,771 47 2,818

          

應收賬款之
 減值虧損撥回 – 324 – – – – – 324 –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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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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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87 125
股東貸款利息 493 493

  

580 618
  

(b) 其他項目  
已售存貨成本 54,201 59,221
僱員成本 13,986 16,388
折舊 2,256 2,789
增值稅及罰款額外撥備（見下文附註） 7,711 –
出售商標之收益 (6,156) –

  

附註：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本集團收到台灣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裁定支持台灣稅務局
就本集團於過往年度透過若干根據合作安排與第三方經營零售店舖進行之銷售申
索增值稅及罰款。本集團已就此判決提出上訴。為審慎起見，本集團已作出額外
撥備，以全額支付台灣稅務局所申索的增值稅稅款及罰款，該期間的額外撥備已
入賬記作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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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稅項－海外
 本期間撥備 1,737 789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產生及撥回 (250) 420

  

1,487 1,209
  

就香港利得稅而言，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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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零美元）。

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按有關國家之現行適用稅率扣繳。

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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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8,000美元（二零零八年：4,739,000美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股數
982,250,000股（二零零八年：982,250,000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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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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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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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港仙（二
 零零八年：6.0港仙）（相等於每股普通股約0.52美仙
 （二零零八年：0.77美仙）） 5,066 7,600

過往財政年度之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仙（二
 零零八年：1.0港仙）（相等於每股普通股零美仙
 （二零零八年：0.13美仙）） – 1,266

  

5,066 8,866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零美
元）。

10. 固定資產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一項賬面淨值為806,000美元（二零
零八年：零美元）之投資物業，所得收益476,000美元（二零零八年：零美元）。本集團
購買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為數1,818,000美元（二零零八年：8,767,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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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無形資產

於結算日之無形資產賬面值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於結算日之無形資產賬面值如下：

商標 15,002 17,686
零售網絡 267 295

  

15,269 17,981
  

期內，本集團出售一項賬面淨值為2,684,000美元（二零零八年：零美元）之商標，所得
收益6,156,000美元（二零零八年：零美元）。

12. 投資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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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4 8,028

  

1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賬款 13,290 11,152
專利費應收款 518 675
減：呆賬撥備 (133) (435)

  

  
13,675 11,392

租金按金 10,484 9,745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9,531 3,793

  

33,690 2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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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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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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無逾期亦無減值 11,129 9,628
  

逾期一至三個月 2,037 1,556
逾期三個月以上但未滿一年 509 208

  

已逾期款項 2,546 1,764
  

13,675 11,392
  

14. 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銀行貸款
 －有抵押 1,683 2,178
 －無抵押 1,695 1,968

  

3,378 4,146
  

該等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或按通知即時償還。



20

漢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09

15.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應付賬款 12,958 11,686
應付票據 218 307
股東貸款利息 493 985
遠期外匯合約 – 84
應計費用 14,196 4,980
遞延收入（附註19） 1,180 1,180
已收按金 3,094 4,749
其他 3,932 4,513

  

36,071 2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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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入本集團應計費用包括增值稅及罰款額外撥備8,725,000美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
一日：1,014,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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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一個月內或按通知即時到期 11,158 9,732
一至三個月內到期 1,751 1,994
三至六個月內到期 267 267

  

13,176 11,993
  

16. 應付股東款項

結餘均為無抵押、免息及按通知即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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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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

股份數目 款額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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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漢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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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之股本 982,250 12,593 – – 12,593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及
繳足股本概無變動。

概無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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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報內。

21.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關連人士名稱 關係 交易性質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於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Michel Rene 由本公司一名股東 已收租金收入 31 –
　Enterprises Limited 　控制之公司 已付租金 44 –

應收款項 50 37

Chua and Company
　及其聯繫人士

非全資附屬公司之
　少數股東及
　其聯繫人士

銷售貨物 218 497

Avon Dale 本公司非全資附屬 專利費收入 35 32
　Garments inc 　公司之少數股東及

　其聯繫人士
應收款項 17 17

  

6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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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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經營租約承擔

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於下列期間應付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一年內 18,959 20,165
一年後但五年內 19,860 22,311
五年後 – 320

  

38,819 42,796
  

23. 比較數字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8號「經營分部」，若干比較數字已予調整，以符合本期之呈列方式，以及就有關二
零零九年首次披露之項目提供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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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營運回顧

營運回顧

本集團經營主要包括三個便服品牌（即「漢登」、「H&T」及「Arnold Palmer」）之零
售網絡及分銷該三個品牌之服裝。期內，整體經濟環境繼續承受全球金融海嘯餘波
之影響，消費者信心依然疲弱。儘管近幾個月，本集團經營所在地區之本幣兌美元
相對升值，但平均而言，相較去年同期，該等貨幣於回顧期內兌美元皆呈貶值。儘
管如此，惟鑒於本集團產品之競爭力及在其主要市場之領先地位，消費者對本集團
貨品之需求保持以往水平。本集團亦已採取措施控制成本以維持其盈利能力。儘管
面對艱難之環境，本集團期內仍取得溢利增長。

期內營業額為118,303,000美元（二零零八年：135,145,000美元），減少12.5%。
由於期內本集團進行更多推廣活動，致令毛利率輕微下跌至54.2%（二零零八年：
56.2%）。期內毛利為64,102,000美元（二零零八年：75,924,000美元）。期內，本
集團出售其於北美之一項商標權，出售產生收益6,156,000美元，已計入本集團之
其他收入淨額。本集團已就期內台灣稅務局之申索為其台灣營運之增值稅及罰款作
出額外撥備7,711,000美元。本集團已對此申索提出上訴，但為審慎起見作出全額
撥備，該撥備乃計入期內之行政開支。本集團已採取措施控制成本。銷售開支及行
政開支（不包括增值稅及罰款撥備）大幅減少。因此，期內經營溢利增加16.1%至
7,379,000美元（二零零八年：6,356,000美元）。期內純利為5,312,000美元（二零
零八年：4,529,000美元），增長17.3%。倘剔除出售商標權收益及增值稅及罰款額
外撥備，則期內經營溢利及期內純利將分別為8,934,000美元及6,867,000美元，較
去年同期增長40.6%及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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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銷售

本集團約98.6%（二零零八年：98.6%）之營業額來自服裝銷售。截至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服裝零售及分銷帶來之銷售額為116,642,000美元（二零零
八年：133,202,000美元）。營業額餘下1.4%則為來自本集團特許經營業務之專利
費。

本集團共有三個主要便服品牌，為客戶提供多元化產品選擇。其核心品牌「漢登」
提供質優價廉服裝。較為時尚之「H&T」品牌針對青少年市場，而「Arnold Palmer」
品牌則專攻崇尚較高檔產品之客戶。儘管大部份服裝銷售額仍然來自「漢登」，惟
「H&T」及「Arnold Palmer」之貢獻亦持續增長，而來自該兩個品牌之銷售收入貢獻
服裝銷售總額約15%。

在不確定經濟環境下，本集團採取審慎之店舖擴充策略，並結束部份表現欠佳之店
舖。期內僅淨增加7間店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776間店舖，
總店舖樓面面積約為659,200平方呎。

台灣

台灣為本集團期內營業額之最大貢獻者，佔本集團營業總額約43.1%。期內，本集
團繼續擴充其「Arnold Palmer」店舖網絡，並新開7間「Arnold Palmer」店。此業
務分類之貢獻繼續增加。由於經濟不景及消費者信心低下，台灣之整體銷售額下
跌9.9%，導致經營溢利下滑。台灣市場之銷售總額為50,991,000美元（二零零八
年：56,563,000美元）。經剔除增值稅及罰款額外撥備7,711,000美元後，經營溢
利為3,559,000美元（二零零八年：4,802,000美元）。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台灣共有276間店舖（二零零八年：249間），其中46間
（二零零八年：30間）為「Arnold Palmer」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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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期內，本集團整固其網絡及精簡營運，淨減少11間店舖。店舖平均銷售額輕微
增加及盈利能力有所改善。由於店舖數量減少，期內以韓圜計算之銷售額下跌約
2.5%。儘管南韓貨幣近期有所升值，但平均而言，相較去年同期，此期間其仍貶
值17%以上。因此，以美元計算之銷售額減少18.9%。本集團已提高其貨品之單
價，以抵銷南韓貨幣貶值引致之貨品成本增加。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於南韓之銷售額為45,706,000美元（二零零八年：56,367,000美元）。
雖然銷售額下跌，惟經營溢利仍增至4,352,000美元（二零零八年：2,338,000美
元），此乃部份由於期內最近幾個月韓圜升值及部份由於成本節約所致。南韓市場
為本集團之一個重要市場，佔本集團期內營業總額約38.6%。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
十日，本集團於南韓共有300間店舖（二零零八年：318間），其中64間（二零零八
年：72間）為「H&T」店。

菲律賓

由於經濟環境動盪，菲律賓市場之銷售額減少20.6%至1,798,000美元（二零零八
年：2,265,000美元）。於此市場錄得之經營虧損為302,000美元（二零零八年：
275,000美元）。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菲律賓共有47間店舖（二零零
八年：50間）。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本集團已改善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之營運，並搬遷其若干並無利潤之店舖。儘管經濟
環境艱難及市場競爭激烈，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此營運之銷售額
仍輕微改善，為9,052,000美元（二零零八年：8,895,000美元）。期內此營運錄得
經營溢利256,000美元（二零零八年：虧損992,000美元）。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
日，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共有43間店舖（二零零八年：41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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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澳門

期內，本集團已逐步擴充其於此市場之網絡。儘管市場競爭相當激烈，但本集團有
能力提升其銷售額及經營效率。本集團已在其目標客戶集中之策略性地區開設店
舖。期內之銷售額增長29.2%至3,739,000美元（二零零八年：2,894,000美元）。
此營運產生經營虧損200,000美元（二零零八年：141,000美元）。於二零零九年九
月三十日，本集團於此地區共有14間店舖（二零零八年：9間）。

中國內地

銷售額下滑13.9%，乃主要由於本集團結束若干並無利潤之店舖令店舖數量減少所
致。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96間店舖，而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則為110間。由於此市場仍處於發展初期階段，故期內之銷售額僅為5,356,000美
元（二零零八年：6,218,000美元）。經營業績有所改善，經營虧損減少至431,000
美元（二零零八年：707,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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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漢登」及其他商標之特許經營所產生之收入為1,661,000美元（二零零八
年：1,94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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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
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由銀行提供之財務融資約為23,406,000美元，其中
3,37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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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總負債包括銀行貸款及透支3,378,000美元（二零零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4,146,000美元）、股東貸款16,400,000美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16,400,000美元）及一間附屬公司少數股東貸款393,000美元（二零零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393,000美元），共為20,171,000美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20,939,000美元），佔本集團總資產13.5%（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5.3%）。
股東貸款為無抵押及於二零一一年到期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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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經營業務獲得之現金為4,185,000
美元（二零零八年：1,512,000美元）。期內，本集團向其股東派付股息5,066,000
美 元（二 零 零 八 年：8,866,000美 元）及 動 用1,818,000美 元（二 零 零 八 年：
19,703,000美元）資本開支。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為16,688,000美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7,021,000美元）及可即時兌換為
現金之上市債券基金為8,084,000美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8,028,000美
元）。

展望

儘管全球經濟前景仍然不明朗，金融風暴之最壞時期看似已經過去。本集團已採取
措施令其營運更具效率。由於多個亞洲國家之經濟已呈現回升跡象，本集團穩佔優
勢，勢將受惠於經濟復甦。本集團將繼續採取著重提升溢利能力及效率之發展策
略，且將增設新店舖擴大其現有網絡。本集團將繼續透過改善及拓寬其產品設計及
產品線以增強其產品之競爭力。

本集團為台灣最大零售商之一，台灣仍為其重要利潤來源市場之一。本集團將開立
新店舖以擴展其地理覆蓋範圍。本集團在台灣特許經營之「Arnold Palmer」品牌持
續表現理想。本集團將繼續擴充此品牌之零售網絡，以進一步增加其向本集團之貢
獻。

南韓韓圜近期已企穩，且南韓經濟環境已好轉。倘此形勢得以持續，預期南韓業務
將恢復正常。本集團將繼續鞏固其於南韓龍頭零售商間所佔之一席位，並將物色機
會以擴大其網絡。

本集團於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及澳門之業務有所改善。本集團將繼續採取措
施，透過進一步提升其貨品及進行適當宣傳以改善於此等市場之銷售額。透過提高
銷售額及提升店舖效率，本集團相信此等市場之盈利能力將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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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消費者信心恢復及政府刺激經濟之政策奏效，本集團計劃於中國內地開設更多
店舖以增加其據點。

預期特許經營業務持續為本集團自其現有特許經營商帶來穩定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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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特許經營業
務之收入。

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
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2,050名（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2,100名）全職僱員。約有1,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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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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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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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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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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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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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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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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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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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報內。期內並無授出購股權。概無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
使。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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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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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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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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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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