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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對所有毛絨玩具製造商，包括德林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和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來說，是十分艱難的時期。除平均勞工成本上漲外，油價高企亦增加了

原材料成本上升所帶來的壓力。儘管如此，本集團期內仍能保持在業內的領導地位，並

致力減低業務所受到的不利影響。

鑑於營商環境相當嚴峻，故本集團專注於鞏固、整頓及改組現有業務。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430,1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99,600,000港

元），毛利為83,5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42,800,000港元）。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

人應佔虧損為16,5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溢利47,700,000港元）。

回顧期內，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為

187,600,000港元，而期內壞賬已控制於僅約1,000,000港元之低水平。

業務回顧及展望

產品分析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絨玩具銷售額為409,100,000港元，佔集團總營

業額95.1%。集團的原設備製造（「OEM」）業務繼續享有較其他廠商更高的盈利率，此佳

績實在有賴其強大的客戶陣容，當中包括多個國際級品牌和角色造型特許商。該業務佔

本集團總營業額88.0%。

回顧期內，原設計製造（「ODM」）業務佔本集團總營業額中的30,500,000港元。儘管市場

環境欠佳，本集團仍能贏得美國公司KOHL’S成為新客戶，並將產品範圍擴大至嬰兒用具，

例如撥浪鼓、毛絨、寢具如枕頭、薄被及軟毯在美國一家大型零售企業推出。本集團正

積極為生產設計富吸引力的產品而物色成本較低的新原料，藉此推動ODM業務的銷售。

本集團的另一項業務－金屬及塑膠玩具業務佔總營業額4.9%。集團經已動用生產金屬及

塑膠玩具的所有產能，為其現有客戶 IDES和Funrise提供生產服務。為預備吸納新客戶，

本集團擬於中國江蘇省太倉市設立新廠房，並將於今年稍後時間動工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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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分析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北美市場佔本集團總營業額40.3%，其次為日本，

佔39.9%。於回顧期內，歐洲市場對營業額貢獻的比例從二零零四年同期的9.7%躍升至

15.2%，此乃由於OEM客戶宜家 (IKEA)的訂單增加所致。因此，除美國和日本兩個前景不

俗的市場之外，歐洲亦成為另一個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的主要市場。

營運分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在中國和越南合共營運八個廠房。本集團實行審慎的成本控制措施，

以減輕因原材料及中國勞工成本上漲而造成的負面影響。有見採用聚酯代替人造織物纖

維已成趨勢，本集團已開始投資聚酯布料生產設施上，成本將達1,000,000美元。預期原

材料成本上升壓力將得到一定程度的舒緩，而盈利率得以從目前水平有所提升。除於越

南建設廠房外，本集團的生產基地亦延伸至中國內陸地區如廣西省及安徽省，藉此緩和

勞工短缺的問題，並把握該等地區工資較廉宜的優勢。

本集團為實行縱向一體化不遺餘力，務求保證其核心毛絨玩具業務有穩定的原料供應，

並能更有效控制生產成本。

前景

中國沿海城市的勞工短缺問題相信短期內仍會持續。為減輕因而引起的壓力及制止工資

成本上漲帶來的影響，本集團將發展更多利用設備輔助生產工序的業務，以減低對工人

的依賴。本集團亦會繼續在中國內陸地區設立生產設施，以及擴大在越南的營運規模，

盡量減少勞工成本高企的不良影響。

本集團位於越南設有330部縫紉機的廠房於去年第四季投產，另一座規模較大的廠房亦早

於原定計劃，在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投產。越南廠房不僅有助本集團減低所有生產設施

集中於一個國家的風險，亦暫時舒緩了本集團位於中國的生產設施所面對的勞工短缺及

勞工成本上升的部份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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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盈利率收窄的情況，本集團除了在韓國、中國及越南推出重組計劃外，亦將實施

一系列策略。短至中期而言，本集團將重新評估客戶組合，漸次淘汰邊際利潤較低的客

戶。另外，本集團亦將透過縱向一體化提供內部所需的聚酯纖維布。再者，設備輔助生

產的比例將會提高，以節省原材料及勞工成本。投入更多資源進行研發以開發嶄新設計

及更高邊際利潤的創新產品，對本集團長遠發展亦極為重要。同時，本集團將更積極作

市場推廣，增加本集團產品在玩具市場的曝光機會，以致力提供更能迎合客戶需要的服

務。

除了為克服市場和經營環境所造成的挑戰而制訂措施外，本集團亦擬定發展藍圖以鞏固

其業務。集團為二零零五年下半年撥出近3,800,000美元的資本開支，用於擴建江蘇省沭

陽及安徽省其他地區的現有廠房，以及在江蘇省設立一所三輪車廠。擴建工程將於二零

零六年第一季完成，屆時產能將增加達5至6%，而三輪車廠定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投產，

預計每年銷售額可超過15,000,000美元。此等新建的廠房及近期成立的越南廠房能為本

集團建立穩固的基礎，以面對目前的挑戰及把握未來的機遇。

僱員數目及酬金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大陸、南韓、美國、日本及越南分別聘

用20名、11,026名、183名、11名、6名及810名僱員。本集團重視人才，深諳吸引及挽

留優秀員工對本集團持續取得成功的重要性。本集團將按照個別工作表現及工作性質給

予僱員花紅及購股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資產淨值251,8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28,100,000港元）。

本集團繼續保持穩健的流動現金水平。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及非流動

現金及銀行存款為187,6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4,700,000港元）；

而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及非流動現金及銀行結餘淨額則為72,500,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1,100,000港元）。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報告 20055

長期結構式存款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一家主要銀行存放之長期結構式存款為12,000,000

美元（相當於93,26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5,288,000港元），於截至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四日止的首年度會按固定年利率6.5厘每季支付利息，於截至二零一七

年一月十四日止其後各年則會按30年期與10年期美元掉期合約差異乘十倍計算的利率收

取利息。

庫務政策及負債資本比率

本集團一向貫徹奉行審慎的庫務政策。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大部份均以保本短期

雙重貨幣存款形式存放於多間銀行。本集團亦會利用組合式貨幣期權等金融工具，藉此

減低日圓應收賬款的外匯風險，並在本集團可控制的風險水平內提高流動資產的回報。

由於需要為越南生產廠房擴建融資，本集團的負債資本比率（按總銀行借貸除以總股東資

金計算）增至17.50%（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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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德林國際有限公司董事會

獨立審閱報告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 貴公司載於第7頁至第33頁的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及核數師的責任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以符合上市

規則中相關的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

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告。中期財務報告由董事負責，並由董事核准通過。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審閱工作的結果，對中期財務報告提出獨立結論，並按照我們雙

方所協定的應聘條款，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書不可用作其他用

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書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工作

我們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核數準則》第700號—「中期財務報告的審閱」進行

審閱。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向集團管理層作出查詢及分析中期財務報告，評估財務報告中

會計政策是否貫徹運用，賬項編列是否一致；賬項中另有說明的特別情況除外。審閱不

包括控制測試及資產、負債和交易驗證等審核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審核小，所給

予的保證程度也較審核低，因此，我們不會對中期財務報告發表審核意見。

審閱結論

根據這項不構成審核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察覺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中期財務報告需要作出任何重大的修訂。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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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重報）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3 430,105 499,557

銷售成本 (346,597) (356,754)

毛利 83,508 142,803

其他收入 4 3,732 7,330

其他虧損淨額 4 (8,665) (2,24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378) (17,686)

行政費用 (78,357) (73,118)

經營（虧損）／溢利 (16,160) 57,085

融資成本 5(a) (1,154) (13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31 (154)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17,183) 56,792

所得稅 6 678 (9,10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15 (16,505) 47,688

本期間股息： 7

結算日後宣派之中期股息 – 20,026

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 （2.5仙） 7.2仙

－攤薄 （2.5仙） 7.1仙

第12頁至第33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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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幣列示）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報）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29,047 105,349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
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 11,357 10,229

在建工程 5,516 4,864
商譽 100,154 90,559
聯營公司權益 940 809
其他金融資產 9 115,703 100,202
遞延稅項資產 7,622 5,122

370,339 317,134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99,253 142,52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170,185 171,543
銀行存款 – 7,5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94,296 141,866

463,734 463,431
--------------------------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3 130,343 95,446
銀行貸款及透支 61,198 27,016
本期稅項 4,050 12,825
其他金融負債 16,305 –

211,896 135,287
-------------------------- ----------- ---------------

流動資產淨值 251,838 328,14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22,177 645,278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8,200 26,600
界定利益退休計劃 15,818 13,763
遞延稅項負債 931 926

54,949 41,289

資產淨值 567,228 603,98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52,019 51,942
儲備 15 515,209 552,047

567,228 603,989

第12頁至第33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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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列示）

截至二零零五年 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重報）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一月一日之權益總額

以往呈報 604,546 595,277

因會計政策變動產生 2(a)(i) &

之前期調整 (ii), 15 (557) (547)

重報，在期初結餘

調整前 603,989 594,730

因會計政策變動產生 2(a)(i),

之期初結餘調整 15

17,869 –

於一月一日，在前期

及期初結餘調整後 621,858 594,730
----------- --------------- --------------------------

期內直接在股東權益

確認的淨（虧損）／

收入

換算海外實體財務報表

的匯兌差額 15 (149) 8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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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 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重報）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期內直接在股東權益

確認的淨（虧損）／

收入 (149) 814
----------- --------------- --------------------------

本期間淨溢利

以往呈報 49,626

因會計政策變動產生

之前期調整 2(a)(iii) (1,938)

本期間淨（虧損）／溢利

（二零零四年：重報） 15 (16,505) 47,688

期內已確認收入及開支

（二零零四年：重報） (16,654) 48,502
----------- --------------- --------------------------

宣派股息 7 (40,111) (40,053)
----------- --------------- --------------------------

與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進行股本交易產生

的股東權益變動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

新股所得款項 14, 15 1,157 10,896

股權付款交易 15 978 1,933

2,135 12,829
----------- --------------- --------------------------

於六月三十日的權益總額 567,228 616,008

第12頁至第33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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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經營活動（所耗）／所得現金 (18,124) 24,517

已付稅項 (10,807) (4,539)

經營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28,931) 19,978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24,453) (31,457)

融資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5,674 (4,50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47,710) (15,982)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1,866 205,185

外幣㶅率波動影響 140 –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4,296 189,20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存款 10,781 137,569

銀行存款及現金 83,515 53,248

綜合資產負債表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4,296 190,817

銀行透支 – (1,614)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4,296 189,203

第12頁至第33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報告 2005 12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以港幣列示）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相關披露規定，包括符合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本報告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十四日獲許可發出。

除預期將於二零零五年全年財務報表上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與二零

零四年全年財務報表相同的會計政策編製。該等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見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
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及以本年累計為基準計算的已呈報資產與負債、收

入及支出的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金額有所出入。

中期財務報告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部份附註。附註闡述了自二零零四年年度財務報表刊

發以來，在瞭解本集團的財務狀況變動和表現方面確屬重要的事件和交易。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統稱為「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完整財務報表所需所有資料。

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核數準

則》第700號「中期財務報告的審閱」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向董事會作出之獨立審閱報告
載於第6頁。

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為早前已呈報的

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然而資料乃源自有關財務報表。截至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取。核數師已在

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的核數師報告中對該等財務報表出具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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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多項新定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由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或可提早採用。根據所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董事

會已對預期在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時採用的會計政策作出假

設。

於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時生效或可自發地提早採用的《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可能會受到香港會計師公會在本中期財務報告發出後頒佈的額外詮釋或其

他修訂所影響。因此，不能在本中期財務報告刊發日準確地確定本集團對該期間財務報表採

用的會計政策。

與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會計期間有關並已在本中期財務報告中反映的會計政策修

訂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報告 2005 14

(a)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述

(i) 對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權益總額期初結餘之影響（經調整）

下表載列對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期初結餘所作之調整，為就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資產淨值之追溯調整及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所作期初結餘調整之

總體影響。

資本及

保留溢利 其他儲備 權益總額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新政策之影響（增加／（減少））

前期調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股權付款交易 2(b) (4,054 ) 4,054 –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 2(c) 32 (589 ) (557 )

期初結餘調整前之權益（減少）

／增加總額 (4,022 ) 3,465 (55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期初結餘調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不確認負商譽 2(e) 9,595 – 9,595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 2(d) 8,274 – 8,274

17,869 – 17,86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之總體影響 13,847 3,465 1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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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對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之權益總額期初結餘之影響（經調整）

下表僅載列對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期初結餘所作之調整。

資本及

保留溢利 其他儲備 權益總額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新政策之影響（增加／（減少））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股權付款交易 2(b) (188 ) 188 –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 2(c) 80 (627 ) (547 )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之總體影響 (108 ) (439 ) (547 )

(iii) 對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估計）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經調整）的除稅後虧損／溢利的影響

在實際可作估計之情況下，下表列示假設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以往之會計政策仍被沿用，估計該期間之虧損額將會增加或減少之

金額。

下表披露根據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過渡規定，對以往呈報截至二零零

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溢利所作之調整。如附註2(d)及(e)所闡釋，
由於並未就所有政策變動追溯作出調整，故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所示金額或不能與本中期期間之金額作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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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新政策之影響

（二零零五年：虧損（增加）／減少）

（二零零四年：溢利（減少）／增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股權付款交易 2(b) (978) (1,933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商譽攤銷 2(e) 2,869 –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 2(c) – (5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 2(d) (4,106) –

期內總體影響 (2,215) (1,938 )

對每股（虧損）／盈利之影響

－基本 （0.3仙） (0.3仙）
－攤薄 （0.3仙） (0.3仙 )

(iv) 對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估計）及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經調整）

止六個月確認為與擁有人進行資本交易之金額之影響

在實際可作估計之情況下，下表列示假設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以往之會計政策仍被沿用，估計該中期期間與擁有人進行資本交易

之金額將會增加或減少之金額。

下表披露根據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過渡規定，對以往呈報截至二零零

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確認為與擁有人進行資本交易之金額所作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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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新政策之影響（增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股權付款交易

－於資本儲備確認之影響 2(b) 978 1,933

(b) 僱員購股權計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權付款」）

在以往年度，本集團無須就授予僱員（包括董事）可認購本公司股份的購股權確認任

何僱員福利成本或責任。如購股權獲行使，權益便會按照所得款項的數額相應增加。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規定，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須在損益
表內將這些購股權的公允價值確認為開支，或如有關的成本能按照本集團的會計政

策確認為資產，則列作資產。本集團並會在權益中的資本儲備項目確認相應的增額。

如果僱員需要符合生效條件才可獲得購股權，本集團會按購股權的公允價值於生效

期間前確認。否則，本集團將在授予購股權的期間內按公允價值確認。

如果僱員選擇行使購股權，資本儲備和行使價會轉至股本和股份溢價。如購股權未

經行使而作廢，資本儲備便會直接轉至保留溢利。

本集團已追溯採用新會計政策，並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重報比較數字。然
而，本集團亦採納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第53段所列的過渡性條文；據此，
下述授予購股權的情況並非按照新政策來確認和計算；

(a) 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或之前授予僱員的所有購股權；及

(b) 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之後授予僱員但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前生效的

所有購股權。

前期調整金額、對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

績及當日之儲備之影響載於附註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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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會計政策變更而須從損益表支銷的行政

費用增加978,000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33,000元），而相應
的金額存入資本儲備內。

有關僱員購股權計劃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報及本中期報告內「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一節。

(c) 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在以往年度，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以重估金額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列

賬。重估儲備盈餘或虧損變動一般撥入土地及樓宇重估儲備內。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已被採納，若於本集團首次訂立
租約或自上一位承租人接收有關租賃或該等樓宇建造當日（以較遲發生為準），任何

位於租賃土地上之樓宇權益公允值能夠與租賃土地權益之公允值獨立地區別，持作

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按猶如經營租賃持有之情況入賬。

該租賃土地不再重估，而任何為收購該土地租約而預付的補價或其他租金付款，會

在租期內按直線法攤銷。期內攤銷費用立即於損益表確認。

位於該土地租賃上之任何持作自用樓宇繼續列作固定資產。然而，自二零零五年一

月一日起，該等樓宇亦按成本值減累計折舊入賬，而非按公允值入賬，以便與關於

土地部份須予採納之新政策一致。

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應用，而保留溢利及土地及樓宇重估儲備之期初結餘以及比較資

料，已就過往期間金額作出調整（如本中期財務報表附註2(a)及綜合權益變動表披
露）。就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假設以往之會計政策仍被沿用而估計

該期間之虧損額或直接計入權益之收入或支出將會增加或減少之金額，並不實際可

行。

(d) 金融工具（《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在以往年度，若干金融工具的相關會計政策如下：

－ 為可識別長期目的持續持有之股本投資分類為投資證券並按成本減撥備列

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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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動投資按公允值列賬，公允值變動在損益表內確認。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就上述金融工具已採納
下列新會計政策：

－ 非買賣投資均分類為可銷售證券並以公允值列賬。公允值變動於股本確認，

除非有客觀證據證明個別投資已出現減值。倘有客觀證據指出個別投資已出

現減值，就該項投資於公允值儲備持有之任何數額會轉撥至減值被確認之期

間之損益表。其後可銷售證券之任何公允值增加直接於股本確認。

此變動通過調整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保留溢利期初結餘（見附註2(a)(i)）而
採納。並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過渡安排並不允許，故亦未重報比
較數字及公平值儲備之期初結餘。

－ 本集團訂立的所有衍生工具均以公允值列賬。公允值變動在損益表內確認。

此變動通過調整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保留溢利期初結餘（見附註2(a)(i)）而
採納。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過渡安排並不允許，故並無重報比較
數字。

由於此項新政策實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除稅前

虧損增加4,106,000元。

(e) 正商譽及負商譽之攤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資產減值」）

在以往年度：

－ 正商譽按直線法於可使用年期內攤銷，當有跡象顯示減值時，亦須進行減值

測試；及

－ 負商譽於所收購之可折舊／可攤銷非貨幣資產之加權平均可使用年期攤銷，

但如負商譽關乎在收購日已確定的預計未來虧損，便會在預計虧損出現時在

損益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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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6
號，本集團不再攤銷正商譽。正商譽須每年（包括初次確認當年）或在出現減值跡象

時接受減值測試。減值虧損會在與商譽相配的現金產生單位的賬面值高於其可收回

值時確認。

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如果透過企業合
併收購的淨資產的公允價值高於已付價款（即按照以往會計政策原應列作負商譽的金

額），高出的部份會立即在損益表中確認。

本集團已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過渡性安排，採用有關正商譽的新會計政
策。因此，比較數字並無重報；截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的商譽累計攤銷已與成本

沖銷；以及沒有在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損益表確認商譽攤銷。由

於採用這項會計政策，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除稅前虧損因

而減少3,664,000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過渡安排，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負商譽的賬面值
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扣除，並對保留溢利期初結餘作相應調整。本集團於二零

零五年一月一日之保留溢利因而增加9,595,000元，而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除稅前虧損因而增加795,000元。

(f) 關於重新換算一項海外業務投資淨額之商譽（《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外幣匯率變動
之影響」）

以往年度，商譽按附註2(e)所述以成本減攤銷及減值列賬。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為遵守《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收購海外業務產生之商
譽會被視作海外業務之資產。因此以海外業務之功能貨幣列值，並按每個結算日之

收市匯率重新換算。因此產生之任何匯兌差額，與重新換算該海外業務之淨資產產

生之其他差額，一併直接撥入匯兌儲備。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之過渡安排，此新政策並無追溯應用，並僅應用於二零
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作出的收購。由於本集團自該日以來並無收購任何新海外業

務，該政策之改變對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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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分部資料乃按本集團之業務及地區分部作出呈列。由於業務分部資料對本集團的內部財務匯

報工作意義較大，故選為報告分部資料的主要形式。

業務分部

本集團之業務分部主要分為兩部份：

－ 製造及銷售毛絨玩具；及

－ 製造及銷售金屬及塑膠玩具。

毛絨玩具 金屬及塑膠玩具 未分配數額 綜合數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重報）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409,117 480,732 20,988 18,825 – – 430,105 499,557
來自外界客戶之
其他收入 130 998 13 4 3,589 6,328 3,732 7,330

總額 409,247 481,730 21,001 18,829 3,589 6,328 433,837 506,887

分部業績 (14,057) 55,563 (2,103) 1,522 – – (16,160) 57,085

來自業務的（虧損）／
溢利 (16,160) 57,085

融資成本 (1,154) (13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虧損） 131 (154)
所得稅 678 (9,104)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虧損）／溢利 (16,505) 4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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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部

本集團在如下數個主要經濟區域中經營。

以地區分部的基準呈列資料時，分部營業額乃根據交付貨品的目的地而釐定。

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北美洲 173,516 207,111
日本 171,642 222,074
歐洲 65,355 48,401
南韓 5,598 4,715
其他 13,994 17,256

430,105 499,557

由於按以上地區劃分之營業額與虧損／溢利之比率並無重大差異，故此並無列出按以上地區

劃分之虧損／溢利貢獻分析。

4.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包括雙重貨幣期權

存款之相關期權金收入） 3,589 6,328
出售報廢物料 – 154
雜項收入 143 848

3,732 7,330

其他虧損淨額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淨額 399 289
匯兌虧損淨額 (1,258) (2,533)
提早終止長期銀行存款的虧損 (3,700) –
金融工具公允值變動 (4,106) –

(8,665)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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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重報）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及

其他借貸的利息 1,154 139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附註） 346,597 356,754
員工成本（包括退休計劃成本6,980,000元
（二零零四年：7,170,000元））（附註） 125,582 112,656
攤銷土地租賃補價 53 47
折舊（附註） 10,392 7,982
經營租賃費用：物業租金的最低租賃付款額

（附註） 15,542 14,192
佣金開支 1,623 3,660
正商譽攤銷 – 3,664
負商譽攤銷 – (795)

附註： 存貨成本包括與員工成本、折舊費用及經營租賃費用有關的92,478,000元（二
零零四年：85,000,000元），有關數額亦已記入上表分開列示的各項開支總
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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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本期間所得稅包含本期稅項及遞延稅項。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稅項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重報）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1,794 3,915
本期稅項－香港以外地區稅項 34 5,740
遞延稅項 (2,506) (551)

稅項（抵免）／開支 (678) 9,104

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17.5%（二零零
四年：17.5%）的稅率計算。香港以外地區之附屬公司之稅項按有關國家適用之現行稅率計
算。

據有關規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適用的企業所得稅法，中國附屬公司可以在首兩個獲

利營運年度獲豁免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獲減免按標準稅率計算的企業所得稅的50%。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其中一間中國附屬公司按標準稅率的50%（二零零四
年：50%）繳納所得稅，而另一間中國附屬公司則錄得虧損，尚未踏入首個獲利年度。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購入合共16,482,000元（二零零四年：16,482,000元）之儲
稅券，以待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就一九九八／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三年課稅年度

提出之若干質詢定案。根據迄今所得之資料，本公司董事經考慮到稅務局所提出之查詢之性

質及本公司與稅務局達成一九九八／九九年以前課稅年度之應課稅溢利所依據之基準，認為

把一九九八／九九年度至今各課稅年度所作出之稅項撥備實屬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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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已付股息

已批准及於二零零四年支付之

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每股0.060元 – 40,053
已批准及於二零零五年支付之

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每股0.060元 40,111 –

40,111 40,053

已宣派股息

結算日後已宣派中期股息為每股零

（二零零四年：0.030元）（附註） – 20,026

附註： 結算日後建議宣派的中期股息並未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8.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是按照期內的股東應佔（虧損）／溢利16,505,000元（二零零
四年：溢利47,688,000元（重報））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668,078,200
股（二零零四年：665,156,74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已發行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作用，因此截

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截至二零零

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是根據期內的股東應佔溢利47,688,000元（重
報）及期內已就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作出調整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672,771,235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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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賬

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665,156,740
視為不計價款發行之普通股 7,614,495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672,771,235

9. 其他金融資產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包括存於一間銀行的長期結構式存款85,288,000元，第一
年的應付利息以年利率6厘計算，其後年度的利息則以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為基準計算。

因預期未來利率走勢情況不利，故本集團於期內提早終止該長期結構式存款合約，並因而承

擔一筆罰款。期內於損益表確認的虧損為3,700,000元。

本集團期內與銀行訂立另一份長期結構式存款合約，第一年的應付利息會按年利率6.5厘計
算，其後年度的利息則以30年期與10年期美元掉期合約的差價為基準計算。該長期結構式存
款在初次確認時已分拆為非衍生主體合約及其嵌入式衍生工具部份。非衍生主體合約及後運

用實際利率法以攤銷成本入賬，而嵌入式衍生工具部份則以公允值列賬，任何公允值變動於

損益表確認。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非衍生主體合約及嵌入式衍生工具的賬面值分別為

93,300,000元及15,700,000元。非衍生主體合約及嵌入式衍生工具分別列於綜合資產負債表
內「其他金融資產」及「其他金融負債」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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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原材料 108,703 83,914
在製品 43,544 31,134
製成品 47,006 27,474

199,253 142,522

計入存貨之原材料已扣減一般準備4,860,000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60,000元），
以求按成本或估計可變現淨值兩者中的較低數額列示這些存貨。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應收賬款、應收票據、按金及預付款 162,639 133,503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430 8,88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116 4,979

170,185 17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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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壞賬特別準備），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本期 82,340 72,696
距發票日期1至3個月內 21,355 19,186
距發票日期超過3個月但少於1年 3,026 8,910
超過1年 786 797

107,507 101,589

應收賬款（一般具備14天至90天信貸期）按原發票額，減去董事就視為呆賬的逾期債項所作準
備，於資產負債表內確認及列賬。

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存款 10,781 85,182
銀行存款及現金 83,515 56,684

94,296 141,866

本期間內，本公司與若干銀行訂立雙重貨幣期權存款合約，因而須面對外幣兌換風險，惟以

投資於該等存款之金額為限。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未到期銀行雙重貨

幣期權存款合約（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46,000美元（折合 10,461,000元）及
100,000,000日圓（折合7,5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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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24,024 85,933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631 686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324 4,344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364 4,483

130,343 95,446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距發票日期1個月內 52,433 30,585
距發票日期1個月後但3個月內 19,796 7,496
距發票日期3個月後但6個月內 1,013 484
距發票日期6個月後但1年內 816 89
超過1年 981 1,013

75,039 39,667

14.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美元普通股 5,000,000 39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658,480 51,235
購股權計劃項下發行之股份 9,069 707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67,549 51,942
購股權計劃項下發行之股份 980 77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668,529 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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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儲備

土地使用權

一般 及建築物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儲備金 㶅兌儲備 重估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以往呈報 165,624 – 14,485 116 627 363,190 544,042
－前期調整，關於：

－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

及樓宇 – – – – (627) 80 (547)
－股權付款交易 – 188 – – – (188) –

－已重報 165,624 188 14,485 116 – 363,082 543,495
就上一年度批准之股息 – – – – – (40,053) (40,053)
儲備間轉撥 – – 501 – – (501) –
行使購股權之溢價 10,189 – – – – – 10,189
換算海外實體

財務報表之㶅兌差額 – – – 814 – – 814
股權付款交易 – 1,933 – – – – 1,933
本期間溢利（已重報） – – – – – 47,688 47,688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已重報） 175,813 2,121 14,986 930 – 370,216 56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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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權

一般 及建築物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儲備金 㶅兌儲備 重估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以往呈報 175,813 – 15,045 5,641 589 355,516 552,604
－前期調整，關於：

－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

及樓宇 – – – – (589) 32 (557)
－股權付款交易 – 4,054 – – – (4,054) –

－已重報 175,813 4,054 15,045 5,641 – 351,494 552,047
－期初結餘調整，關於：

－不確認負商譽 – – – – – 9,595 9,595
－金融工具 – – – – – 8,274 8,274

－已重報，在期初結餘調整後 175,813 4,054 15,045 5,641 – 369,363 569,916
就上一年度批准之股息 – – – – – (40,111) (40,111)
儲備間轉撥 – – 128 – – (128) –
行使購股權之溢價 1,080 – – – – – 1,080
股權付款交易 – 978 – – – – 978
換算海外實體之

財務報表之㶅兌差額 – – – (149) – – (149)
本期間虧損 – – – – – (16,505) (16,505)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176,893 5,032 15,173 5,492 – 312,619 51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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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承擔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未償付而又未在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內提撥準備的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已訂約 3,846 680

17. 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於期內，本集團曾與其關聯人士進行下列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i) 銷售對象：

同系附屬公司：

– Jung Yoon Textiles (Private) Ltd. 585 150
– Gina World Co., Ltd. 5,719 4,582

6,304 4,732

聯營公司：

– Sung Won Industries Inc. – 8,630
– 元林玩具（蘇州）有限公司 1,623 997

1,623 9,627

(ii) 採購自：

聯營公司：

– 元林玩具（蘇州）有限公司 20,118 10,886

(iii) 已付／應付的租金予：

最終控股公司：

– C & H Co., Ltd. 3,491 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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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iv) 已付／應付的加工費予：

聯營公司：

– 元林玩具（蘇州）有限公司 2,125 4,895

本公司董事認為，上述與關聯人士之交易乃於正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

18. 最終控股公司

董事認為，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最終控股公司為於大韓民國註冊成立的C & H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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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提供的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故不會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及股東登記手續。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擁有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持有股份之淡倉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

所記錄，或按照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0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接獲的申報，本公司董事及最高

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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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發行股本中

擁有下列權益：

(i) 於已發行股份之權益

普通股數目

佔全部已

持有 發行股份總數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受託人權益 股份總數 之百份比

（附註1）

本公司

崔奎 – – 455,000,000 – 455,000,000 68.16%
（附註2）

閔吉吉泓 3,900,000 – – – 3,900,000 0.58%

崔泰燮 585,000 – – – 585,000 0.09%

李泳模 1,740,000 – – – 1,740,000 0.26%

C & H Co., Ltd.
崔奎 189,917 124,073 – – 313,990 59.39%

（附註3）

閔吉吉泓 14,212 – – – 14,212 2.69%

崔泰燮 5,685 – – – 5,685 1.08%

Gina World Co., Ltd.
崔奎 1,546,809 – 3,905,439 – 5,452,248 69.90%

（附註4） （附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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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股份乃以作為實益擁有人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名義登記。

2. 崔奎 以其個人名義持有C & H Co., Ltd.（擁有本公司382,850,000股股份）之已發行股本約

35.92%，並連同其妻子車月姬持有C & H Co., Ltd.之已發行股本約59.39%。另外，崔奎
實益擁有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之100%權益，而該公司則擁有本公司72,150,000股股
份。

3. 崔奎 之妻子車月姬持有C & H Co., Ltd之已發行股本約23.47%。

4. 崔奎 持有Gina World Co., Ltd.之已發行股本約19.83%。Gina World Co., Ltd.為C & H Co.,
Ltd.的附屬公司，並在韓國證券交易商自動報價系統市場上市。

5. 崔奎 以其個人名義持有C & H Co., Ltd.（擁有Gina World Co., Ltd. 3,905,439股股份，即
Gina  World Co., Ltd.已發行股本之50.07%）之已發行股本約35.92%，並連同其妻子車月姬
持有C & H Co., Ltd.之已發行股本約59.39%。

(ii) 相關股份之權益

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已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有關詳情載

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

除上文所述者外，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備存之登記冊顯示，或按照《上市公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予本公司的通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或任何他們

的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均沒有擁有本公司、其控股公司、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

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權益或持有股份的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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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董事獲授權酌情

邀請本集團之僱員（包括本集團任何公司之董事）接受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購股權

之行使價為： (i)股份之票面值； (ii)股份於購股權授予當日在香港聯交所錄得的收市價；

及(iii)股份於緊接購股權授予當日前五個營業日在香港聯交所錄得的平均收市價三者之最

高者。購股權可於授出日期起計一至三年後逐步行使，行使期在董事會授出購股權時通

知各購股權持有人，惟該等期間不可超出購股權授出日期起計十年。

於行使所有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惟未行使購股權時可能發行之股份總數量最多不得超

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數目之30%。在一直遵守以上總限額之情況下，董事會可在一

般及不再有進一步授權情況下，授出涉及於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所有購股權時可能發

行之股份數目，不超過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七日，即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上市

日期之已發行股本的10%。就計算上述股份數目而言，根據購股權計劃而失效之購股權

將不在計算之列。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之證券總數為22,631,000股股份（包

括涉及9,195,000股股份已授出但尚未成為可予行使之購股權），佔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本之3.39%。根據各名參與者於該計劃下可獲分配之最高配額，於任

何十二個月期間，因購股權獲行使而已發行及將發行予各名參與者之證券數目已被限制

為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1%。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個別董事及其他僱員共同於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以

象徵式代價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中持有以下權益。購股權並未上市。每份購

股權賦予其持有人權利認購一股股份，而每名持有人已就獲授之購股權支付1.00港元之

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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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緊接購股權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於本期間行使 行使日期前 於本期間

未行使之 未行使之 可行使購股權 購股權涉及 購股權而認購 的加權 失效的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授予日期 期間 之每股行使價 之股份數目 平均收市價 購股權數目

（附註1） （附註2）

董事

閔吉吉泓 2,600,000 2,600,000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二月七日 1.18港元 － － －

二月七日 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七日

李泳模 1,560,000 1,360,000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二月七日 1.18港元 200,000 1.20港元 －

二月七日 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七日

崔泰燮 1,365,000 1,365,000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 1.43港元 － － －

四月十五日 至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僱員總計 5,981,000 5,201,000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二月七日 1.18港元 780,000 1.20港元 －

二月七日 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七日

455,000 455,000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 1.43港元 － － －

四月十五日 至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11,650,000 11,650,000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日 1.87港元 － － －

一月二日 至二零一四年一月二日

23,611,000 22,631,000 980,000

附註：

1. 規定分階段可行使之購股權之最高數額百分比如下：

佔已授出的購股權

的百分比

授出日期一週年或其後 30%
授出日期兩週年或其後 另外30%
授出日期三週年或其後 另外40%

2. 根據購股權計劃的條件，授予任何僱員而尚未行使之任何購股權將於僱員與本公司不再有僱

用關係後三個月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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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授出之購股權之限期由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日期起為期十年。

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前授出但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尚未歸屬承授人的購股權的估

計公允價值，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於整段有效期間在財務報表確認。每份已授

出購股權於授出日期的加權平均價值，為利用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型及下列變數計算：

授出日期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五月十五日 一月二日

每份已授出購股權的加權平均價值 0.36 0.53

變數：

於授出日期的股份收市價 1.42 1.85

無風險全年息率 3.68% 4.37%

預計年期 10年 10年

全年波幅 50.83% 44.90%

預計每股股息 0.088港元 0.094港元

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型是用來估計美式期權的公允價值，是較常用於估計可於期權限期屆

滿前行使的期權公允價值的模型。該期權定價模型需要作出極為主觀的假設（包括預計股

價波幅）。由於各項主觀假設的變化均會對購股權的公允價值構成重大影響，因此二項式

期權定價模型不一定能可靠地計算購股權的公允價值。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

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任何配偶或未滿十八

歲之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權證而取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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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東及其他人士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持有股份之淡倉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

所記錄，下列主要股東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5%或以上權益：

所持有的 佔全部已發行

姓名 普通股數目 股份百分比

C & H Co., Ltd. 382,850,000 57.27%

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 72,150,000 10.79%

崔奎 （附註1） 455,000,000 68.06%

Arisaig Greater China Fund 45,318,000 6.78%

Arisaig Partners (Mauritius) Limited（附註2） 45,318,000 6.78%

Lindsay William Ernest Cooper（附註3） 45,318,000 6.78%

附註：

1. 崔奎 連同其妻子車月姬女士持有C & H Co., Ltd.已發行股本約59.39%，而崔奎 則實益

擁有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已發行股本之 100%。本公司認為崔奎 被視作擁有

455,000,000股普通股的權益，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68.06%。

2. Arisaig Partners (Mauritius) Limited為Arisaig Greater China Fund的基金經理人。

3. Lindsay William Ernest Cooper因其間接擁有Arisaig Partners (Mauritius) Limited的33.33%實
益權益而被視為於當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已登記的主

要股東持有5%或以上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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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除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崔奎 先生之委

任並無按照守則第A.4.2.條設固定任期，且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無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

會上輪席告退及膺選連任外，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任何資料顯示本公司未有或曾經未有

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

則」）。崔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對本集團有深刻認識及豐富的玩具市場經驗。本集團認

為其領導才能及無可替代的業務連繫，對集團持續穩定發展極為重要，因此，本公司將

繼續於此方面按原組織章程行事，豁免主席遵從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及應

選連任之程序。

本公司預計，董事輪流退任現受本公司組織章程第101條的規範。據此，佔三分一人數的

董事或（倘董事人數並非三或三之倍數）最接近但不多於三分一的董事將輪席告退。因此，

部分董事可能於某個時間在任超過三年。本公司進一步預計閔吉吉 泓先生（本公司其中一名

董事，現已出任董事一職超過三年）將繼續留任直至二零零六年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為止，

屆時彼將輪席告退。以上全部事項均未有遵守守則第A.4.2條有關每位董事應最少每三年

輪流退任一次的規定。因此，董事會將建議對組織章程作相關修訂並於本公司下屆股東

週年大會上提呈股東批准，以確保於來年遵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上市規則附錄10）內所載有關董事買賣證券的行為守則。據本公

司向所有董事特別查詢後得知，所有董事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準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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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高層及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

原則及慣例，以及討論內部控制及關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

的財務申報事宜。

承董事會命

總裁及行政總監

閔吉吉 泓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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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執行董事

崔奎 先生

（主席及執行董事）

閔吉吉 泓先生

（總裁及行政總監）

崔泰燮先生

（副總裁及營運總監）

李泳模先生

（執行常務董事及財務總監）

王傳泳先生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獲委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建標先生

李政憲教授

柳贊博士

審核委員會

張建標先生

李政憲教授

柳贊博士

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尖沙咀

廣東道33號

中港城第5座

8樓

公司秘書

黃偉盛先生FCCA, FCPA, FCS, FCIS,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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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權代表

李泳模先生

黃偉盛先生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

花旗銀行

新韓金融有限公司

股份過戶登記處

雅柏勤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告士打道56號

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財經公關顧問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金鐘夏愨道18號

海富中心1期29樓A室

網址

www.dream-i.com.hk

股票編號

香港聯交所1126

路透社版面1126.HK

彭博版面1126:HK

公司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