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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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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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 YUEN INDUSTRIAL (HOLDINGS) LIMITED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51）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集團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增加╱（減少）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分比

營業收入（千美元） 5,070,727 4,769,353 6.3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經常性 

溢利（千美元） 145,579 165,012 (11.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非經常性 

溢利（虧損）（千美元） 20,298 (14,918) 不適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165,877 150,094 10.52%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10.28 9.14 12.47%
每股股息
－中期股息（港元） 0.40 0.40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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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
一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收入 3 5,070,727 4,769,353
銷售成本 (3,798,090) (3,578,123)

毛利 1,272,637 1,191,230
其他收入 60,874 67,684
銷售及分銷開支 (622,946) (582,606)
行政開支 (337,194) (309,060)
其他開支 (128,626) (122,594)
融資成本 (48,811) (35,93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9,772 8,296
分佔合營企業業績 8,677 11,712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19,742 (14,918)

除稅前溢利 234,125 213,807
所得稅開支 5 (39,309) (44,080)

本期溢利 6 194,816 169,727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65,877 150,094
非控股權益 28,939 19,633

194,816 169,727

美仙 美仙

每股盈利 8
－基本 10.28 9.14

－攤薄 10.24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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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溢利 194,816 169,727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的 
公平值收益（虧損） 12,418 (18,527)
界定福利義務的重新計量，扣除稅款 – (1,019)
分佔聯營公司的其他全面開支 (1,332) –
自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預付租賃款項轉撥至 
投資物業時重估收益，扣除稅款 – 5,878

11,086 (13,668)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61) (14,434)
分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864 (9,302)
出售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業時解除儲備 – (1,836)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時解除儲備 (40) –
出售附屬公司時解除儲備 (380) –

(17) (25,572)

本期之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11,069 (39,240)

本期之全面收益總額 205,885 130,487

本期之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77,454 116,186
非控股權益 28,431 14,301

205,885 13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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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09,725 109,725
物業、機器及設備 2,343,623 2,351,690
使用權資產 477,649 –
就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99,552 111,636
預付租賃款項 – 160,651
無形資產 48,914 103,775
商譽 262,554 273,83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24,239 416,525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239,453 248,565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9 437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權益工具 27,929 15,685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1,842 6,74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31,691 19,988
租金按金及預付款項 22,337 24,562
遞延稅項資產 55,020 61,920
應收遞延代價 10,583 –

4,155,120 3,905,733

流動資產
存貨 1,619,652 1,774,855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684,956 1,741,464
預付租賃款項 – 4,83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權益工具 4,228 4,056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6,045 1,80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0,605 20,195
可收回稅項 12,377 11,633
受限制銀行存款 2,15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785,423 851,420

4,135,436 4,410,259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之資產 4,246 –

4,139,682 4,41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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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210,203 1,388,514
合約負債 35,600 44,592
租賃負債 107,214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6,928 20,048
應付稅項 62,318 56,970
銀行及其他借貸 783,376 795,917

2,205,639 2,306,041

流動資產淨值 1,934,043 2,104,21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089,163 6,009,95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90,308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10,493 –

銀行及其他借貸 1,254,076 1,328,006
遞延稅項負債 29,323 44,003
界定福利義務 97,209 91,906

1,581,409 1,463,915

資產淨值 4,507,754 4,546,03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2,040 52,182
儲備 4,010,968 4,075,31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063,008 4,127,500
非控股權益 444,746 418,536

權益總額 4,507,754 4,54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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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
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原則編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則按重估金額或公平
值（視何者適用而定）計量。

除因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而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
編製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之會計政策及採用的計
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在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已經首次應用若干由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其強制適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之新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及其修訂。

2. 會計政策的影響及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本集團已經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
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

本集團已經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應用追溯調整法
而並無重列比較資料，並將累計影響在首次採納當日認列。與本集團經營租賃有關的使用
權資產，乃按租賃負債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C8(b)(ii)號過渡時的金額計量，並
就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負債的金額作出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租賃於租賃資產可供本集團使用之日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相應的
負債。除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外，本集團於租賃開始日（即相關資產可供使用之日）
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初始按成本計量，隨後以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計量，
並就租賃負債的任何重新計量作出調整；而租賃負債初始按於當日未支付之租賃付款的現
值計量，隨後就利息及租賃付款，以及租賃修訂等影響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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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會計政策的影響及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於過渡時，除將預付租賃付款額165,481,000美元及預付租金19,100,000美元重新分類外，本
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租賃負債309,875,000美元及使用權資產309,875,000美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分別為297,522,000美元及477,649,000美元，
而於本中期期間內確認與使用權資產相關的折舊及與租賃負債相關的融資成本分別為
61,734,000美元及6,915,000美元。

3. 營業收入及分類資料

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而向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
之資料主要側重於按本集團主要業務類別編制之營業收入分析。本集團業務主要分為鞋類
產品製造及銷售（「製造業務」）以及運動服裝及服裝產品之零售及經銷（「零售業務」），包括
經營及向零售商及經銷商出租大型商業場所。因此，沒有分類資料提供。

來自製造及零售業務的營業收入均在某一時點確認。

茲報告上述主要業務產生之營業收入之資料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收入
製造業務 2,930,815 2,825,105

零售業務 2,139,912 1,944,248

5,070,727 4,76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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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 6,60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9,127 4,780

出售一間合營企業之收益 – 1,053

視作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367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 14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1,815 (212)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 (22,49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的減值虧損 – (4,799)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的減值虧損 (1,470) –

商譽減值虧損 (97) –

19,742 (14,918)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應佔稅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 31,608 28,640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978 1,228

海外稅項
－本期 14,090 15,686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438 4,006

47,114 49,560

遞延稅項抵免 (7,805) (5,480)

39,309 4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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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本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溢利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計算：

總員工成本 1,206,246 1,164,343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計入其他開支（其他收入）） 4,467 (5,840)

攤銷無形資產（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 7,819 9,870

使用權資產的折舊 61,734 –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65,596 155,441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 2,198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每股1.10港元 

（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每股1.10港元） 227,003 229,704

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宣佈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1.10

港元（二零一八年：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1.10港元）。末期
股息約1,773,411,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802,731,000港元），相等於227,003,000美元（二零
一八年：229,704,000美元）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派付予本公司股東。

董事會宣佈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0.40港元（二零一八年：
每股0.40港元）。中期股息約為644,03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652,841,000港元），其將於二
零一九年十月十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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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盈利：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即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本期溢利 165,877 150,094

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  

就附屬公司每股攤薄盈利對佔其溢利之調整 (467) (602)

藉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165,410 149,492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613,888,312 1,641,403,862

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
未歸屬的獎勵股份 1,361,307 1,041,345

藉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615,249,619 1,642,445,207

上文呈列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是扣除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所持有之股份後達致。



11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9.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與各貿易客戶協定信用期介乎30至90天。

以下為已經扣除信用虧損撥備之應收貨款1,211,392,000美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68,526,000美元）根據發票日期（約為各項營業收入之確認日期）列報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811,914 761,237

三十一至九十天 388,389 492,301

九十天以上 11,089 14,988

1,211,392 1,268,526

10.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根據發票日期列報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301,796 372,591

三十一至九十天 116,117 110,468

九十天以上 8,030 3,832

425,943 486,891



12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或然項目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或然項目：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就授予下列公司銀行信貸而向銀行作出之擔保：

(i) 合營企業
－擔保金額 43,925 36,425

－已動用金額 17,000 16,104

(ii) 聯營公司
－擔保金額 6,290 15,855

－已動用金額 1,485 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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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審視

業績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收入5,070.7百萬美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6.3%。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從去年同期的150.1百萬美元增長
10.5%至165.9百萬美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每股基本盈利較去年同期的9.14美仙增
長12.5%至10.28美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經常性溢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扣除所有非經常性項目後，經常性溢利下
降11.8%至145.6百萬美元，而去年同期的經常性溢利則為165.0百萬美元。於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認列非經常性溢利20.3百萬美元，當
中包括出售Texas Clothing Holding Corp.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TCHC集團」）的收
益19.1百萬美元以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淨額1.8

百萬美元。相比之下，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認列
非經常性虧損14.9百萬美元，包括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22.5

百萬美元，其部分被出售聯營公司及附屬公司所產生之一次性收益所抵銷。

業務

整體概覽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面對種種逆境，尤其是美國威脅對在中國製造之鞋
履徵收關稅，以及多個客戶在環球貿易摩擦的不明朗因素下轉變採購策略，加速
了本集團於本期間內調整產能國家配置的步伐。本集團亦持續面對品牌客戶要求
以更靈活的採購方式，以及消費者喜好轉變所造成的經營波動及挑戰。以上均導
致本期間內每月銷售訂單更加波動、產能利用情況不穩定、較低生產效率，以及
產品組合更為複雜多變。

為應對該等挑戰及鞏固集團長遠地位，我們持續加速落實自動化生產以及透過重
整流程提升營運效率，從而為客戶提供更多具差異化的附加價值服務以及一站式
代工製造╱代工設計製造之服務，維持長遠合作關係。本集團亦進一步加強環境
永續發展，著眼於業務長遠增長的可行性。



14

本集團亦經營大中華地區其中一個最大的綜合運動用品零售網絡。為使實體店與
電商平台達致最佳的全方位渠道整合，本集團目前正透過以客戶體驗導向的創新
活動以及整合其全方位渠道的存貨及資源，加強其市場地位及優化盈利能力。本
集團亦進行數位化投資，以面對消費者多變的需求。有關本集團零售業務之更詳
盡解釋，請參閱本公司之上市附屬公司寶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寶勝」）的中期
報告。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進一步調整其製造業務，以應對瞬息萬變的消費市
場環境，尤其靈活多變的需求趨勢以及更短的生產交期。本集團更專注於加強精
益生產及提升生產效益，適應靈活的設備配置及頻密的生產線重置，導入自動化
的設備及機械，提升技術創新，並專注於流程重整及自動化，以達致效率提升。

本集團繼續致力於永續發展、道德操守和企業價值觀念。於作出重要商業決定時，
我們會考慮所有利害相關者（包括僱員及周邊社區）的利益。本集團採用有關勞資
關係、工作場所安全及有效率地使用原材料、能源以及其他環境指標的全面指引
監察及管理其業務，促進道德行為及誠信文化。本集團在勞工權利及永續發展方
面的努力，亦使本集團母公司寶成集團獲公平勞動協會認證。

作為以人為本的企業，本集團視致力培育關愛文化以及發展內部人才為其長期永
續發展的一部分。有關本集團永續發展策略以及環境、社會及管治的更多詳情，
敬請參閱本公司之二零一八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按產品類別劃分之總營業收入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來自製鞋活動（包括運動鞋、休閒鞋
╱戶外鞋及運動涼鞋）之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上升5.0%至2,690.9百萬美元，而鞋
履雙數則增加2.7%至163.2百萬雙。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上升2.2%至每雙16.4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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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全球運動休閒趨勢，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的運動鞋類表現優於所有
其他類別，佔鞋履製造營業收入的78.1%。休閒鞋╱戶外鞋則佔鞋履製造營業收
入的19.7%。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倘若考慮本集團的綜合營業收入，運動鞋為本
集團的主要類別，佔總營業收入的41.4%，其次為休閒鞋╱戶外鞋，佔總營業收入
的10.5%。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有關製造業務（包括鞋履、鞋底、配件及其他）的總
營業收入為2,930.8百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7%。

本集團銷售業務的營業收入主要來自寶勝，其經營國際運動用品品牌之大中華地
區零售業務；銷售業務亦包括本集團於北美洲的服裝批發附屬公司TCHC集團之
銷售額，其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出售。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本集團有關銷售業務的營業收入為2,139.9百萬美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10.1%。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零售附屬公司（寶勝）應佔之
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的1,752.8百萬美元上升12.3%至1,968.1百萬美元。以人民幣（寶
勝之呈報貨幣）計算，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
11,202.0百萬元增長19.4%至人民幣13,371.6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寶勝於中國設有5,895間直營零售店舖及3,756間加盟店舖。

按產品類別劃分之總營業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百萬美元 百分比 百萬美元 百分比 百分比

運動鞋 2,101.5 41.4 1,996.7 41.9 5.2
休閒鞋╱戶外鞋 530.3 10.5 522.3 11.0 1.5
運動涼鞋 59.1 1.2 44.6 0.9 32.5
鞋底、配件及其他 239.9 4.7 261.5 5.5 (8.3)
服裝批發（TCHC集團） 171.8 3.4 191.5 4.0 (10.3)
零售銷售－鞋類、 
服裝及租賃 1,968.1 38.8 1,752.8 36.7 12.3

總營業收入 5,070.7 100.0 4,769.4 100.0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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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品牌訂單由負責管理各客戶之銷售部門承接，且一般需時約十至十二週完成。
配合快時尚趨勢，越來越多訂單要求30至45天之較短生產交期。

本集團於大中華地區零售業務的收入為每日之零售或分銷商之定期訂單。

生產回顧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之製造業務合共生產163.2百萬雙鞋，較去年同期所
生產的158.9百萬雙鞋增加2.7%。每雙鞋的平均售價為16.49美元，較去年同期之
16.14美元上升2.2%。

生產配置方面按產量計，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越南、印尼及中國繼續為本集團
之主要生產地區，分別佔本期間內鞋類總付運量之45%、38%及13%。

成本回顧

本集團製造業務的銷售成本當中，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主要材料成本總額為
1,085.0百萬美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1,021.2百萬美元）。直接勞工成本以及製造
費用合共為1,316.9百萬美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1,273.9百萬美元）。於二零一九
年上半年，本集團製造業務的總銷售成本為2,401.9百萬美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2,295.1百萬美元）。本集團的銷售業務方面，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銷售存貨成
本為1,396.2百萬美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1,283.0百萬美元）。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毛利增長6.8%至1,272.6百萬美
元。有關增長主要受到全球運動服裝的強勁銷售增長勢頭帶動，而受惠於中國運
動用品零售市場的健康發展，寶勝對營業收入增長之貢獻亦有所提升。

與去年同期相比，本集團製造業務的毛利率下降0.7個百分點至18.1%。製造業務
的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現時「復古潮流」趨勢導致產品工藝愈趨複雜，同時在不同
國家之間遷移生產設施。本集團為取得永續增長而投資於優化製造業務所帶來的
挑戰（包括提升自動化水平以及開始導入SAP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導致於部分生
產設施出現暫時性的低效問題。

有鑑於全球貿易環境存在不明朗因素，特別是美國政府計劃對包含鞋履等3,000億
美元之中國出口商品加徵10%關稅，本集團已經著手，亦將會進一步因應若干品
牌客戶之變革中的採購策略，調整於不同國家的產能配置。該等措施將需要若干
時間及資源方能達致最佳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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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撇除寶勝（即製造業務及TCHC

集團）之毛利率則為19.1%。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由於銷售及折扣情況改善，寶勝的毛
利率提高至34.5%，而去年同期則為33.5%。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之銷售及分銷開支合共為622.9百萬美元（二零一八
年上半年：582.6百萬美元），佔營業收入約12.3%（二零一八年上半年：12.2%），
維持穩定。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行政開支為337.2百萬美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309.1百萬
美元），佔營業收入約6.6%（二零一八年上半年：6.5%）。

由於成本壓力仍持續為製造業務的重大課題，管理層將會繼續尋求方法提升其效
率及生產力。

產品開發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於產品開發方面的開支達101.9百萬美元（二零一八
年上半年：101.3百萬美元），包括投資於打樣、高科技及數位化開發及創造，以
及提高生產效率等項目。針對每一個擁有研究及開發團隊之主要品牌客戶，本集
團相應為其研究及開發團隊各別成立獨立產品研發中心，協助研發工作。除產品
開發工作外，本集團亦與客戶合作以提升生產過程的效率、改善生產交期及開發
新技術，從而生產高品質的鞋履產品，並同時於設計、開發及製造其產品時融入
創新元素及環保材料。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
值項目為785.4百萬美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51.4百萬美元），銀行及
其他借貸總額為2,037.5百萬美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23.9百萬美元）。
本集團的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總額對比權益總額）為45.2%（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6.7%）。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貸淨額為1,252.0百
萬美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貸淨額1,272.5百萬美元）。

本集團已使用衍生工具合約，例如遠期合約和掉期交易，作貨幣及利率避險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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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製造及銷售業務的資本開支分別為133.6百萬美元（二
零一八年上半年：237.9百萬美元）及42.9百萬美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37.4百萬
美元）。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內之資本開支，其中包括於越南及印尼地區投資於
自動化、產能遷移、優化以及維護其生產設施之開支，以及本集團產品開發及流
程重整等研發中心之投資，該等開支主要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銷售業務方面，
尤其是寶勝，主要資本開支則運用於零售店的擴充、升級及維護。

或然負債

本集團已為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向銀行擔保，取得銀行信貸。擔保詳情請參閱本
公司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內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8。

重大投資以及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分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合共錄得溢利18.4百萬美元，
去年同期則為20.0百萬美元。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已將其於TCHC集團之全部權益出售。該出售事項有助
本公司繼續專注發展核心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
團從出售事項錄得收益（扣除交易開支）約19.1百萬美元。

在本期間內進行的有關附屬公司的出售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內
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向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
中期股息每股0.40港元（二零一八年：每股0.40港元）。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九年
十月十日（星期四）支付。

本集團之經營現金流量維持穩定且合適之現金儲備水平。本集團將繼續致力貫徹
穩定長期增派一般股息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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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製造業務之所有營業收入均以美元計值。材料及配件等成本大多以美元支付，而
工資、水電費用及當地規費等地方開支則以當地貨幣支付。本集團利用遠期合約
為小部份人民幣及印尼盾匯率避險。

本集團中國零售業務之所有營業收入均以人民幣計值。同時，所有開支亦以人民
幣支付。中國境外地區之零售業務之營業收入及開支均以當地貨幣計值。

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各地區合共僱用約343,000名員工，較於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僱用之345,000名員工減少0.6%。本集團之薪酬制度乃根據員工
於期內的表現及市場當前薪金水平而釐定。

本集團相信人才是集團重要的資產，規劃完整的選、用、育、留制度。

本集團根據其各營運地點適用的有關法律及規例採用具競爭力的薪酬計劃，並提
供全面的僱員福利計劃。計劃根據本集團全年度獲利狀況，提撥一定比例之盈餘
作為年終獎金發放，以獎勵員工的貢獻並激勵其工作熱忱，與員工共同分享本集
團的經營成果。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因地制宜的保險，降低員工的醫療費用負擔。
本集團亦因應全球各營運據點之當地法律法規規定辦理，為員工提供退休金。

本集團定期規劃新人訓練、專業訓練、管理訓練、環安相關培訓及集團核心價值
等內外部課程，旨在提升員工及各管理階層之人力素質、工作技能及鼓舞士氣。

本集團之母公司寶成集團的社會責任遵行方案獲得致力於保障全球勞工權益的非
營利組織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認證，本集團因而成為全球首個及
唯一獲公平勞動協會認證的鞋類供應商。認證報告中對本集團力行於全球工作場
所制度的標準化；對製造設施及材料供應商實施完整的評估和激勵制度，改善工
作條件；投入社會責任遵行方案、培訓和改善計劃；及在改善工廠勞動違規和建
立多渠道的申訴機制上提高透明度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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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的製造業務持續面對若干不確定性及挑戰，包括國際貿易政策的改變、消
費者需求不斷改變（例如生產交期縮短）、季節性波動增加，以及產品愈趨複雜。
本集團亦預期，經由運用自身核心能力，高度靈活因應品牌客戶變革中的採購策
略，加以調整產能各國配置並進行兩地生產，其經營效率在短期內將會受到影響。

美國政府計劃對包含鞋履在內的3,0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商品加徵10%關稅，這可
能會進一步加快產能從中國遷移到東南亞的步伐。有關兩國未來貿易政策的持續
不明朗狀況亦可能會影響到消費者信心。儘管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零
售信心及消費仍然強勁，仍見諸多經濟增長放緩的跡象，尤其是中國部分經濟狀
況。在美國方面，經濟增長的下行風險正在上升，並可能會影響零售業。本集團
正積極關注宏觀經濟及地緣政治局勢。

本集團會繼續將其製造產能從中國遷移至東南亞，同時留意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
尤其是越南之勞工供應情況。

本集團將繼續善用其核心強項及競爭優勢以克服此等短期挑戰，以及穩固集團的
永續及穩定增長。這包括投資並實施企業資源規劃數據管理系統如SAP，以改善
本集團業務流程的效率。本集團將更加注重其客戶及訂單之質量，而這可能影響
到訂單數量的增長。本集團將持續提升其產品開發及創新能力，以及拓展其他增
值、提高利潤率之機會，掌握垂直整合以開拓新市場，為其業務創造長遠綜效。

在零售業務方面，隨著大中華地區的健康意識提高、運動參與率上升以及與日俱
增的「運動休閒」趨勢，本集團對運動用品零售的長期增長前景仍抱樂觀態度。寶
勝的全方位渠道策略亦將繼續受惠於中國政府的政策。寶勝將繼續投資於提升其
店舖設計、開設大型新概念店，以及整合數位及實體渠道及存貨，從而提升消費
者體驗及帶動較高利潤率之銷售，同時亦滿足消費者多元的購物習慣。

展望未來，本集團仍然充滿信心，這些策略將讓其可繼續為品牌客戶提供端對端
的解決方案，同時亦穩固其穩健的長期盈利能力以及為股東帶來永續回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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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已購回合共4,459,000股本公司之股份，有關總代價為95,131,050.00港元（相
等於約12,173,000美元）。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回本公司股份之詳情載列如下：

購回日期 購回股份數目
所付出的
最高價

所付出的
最低價

所付出的
總價格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180,000 21.80 21.65 3,907,450.00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180,000 21.80 21.80 3,924,000.00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263,000 21.35 21.15 5,584,950.00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360,000 21.75 21.50 7,782,975.00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360,000 22.00 21.70 7,843,725.00

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400,000 22.00 21.65 8,713,950.00

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400,000 21.90 21.70 8,714,850.00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 216,000 22.00 21.70 4,715,475.00

二零一九年六月五日 400,000 20.80 20.40 8,260,875.00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650,000 21.15 20.85 13,639,400.00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400,000 21.05 20.75 8,378,500.00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650,000 21.30 20.90 13,664,900.00

合計： 4,459,000 95,131,050.00

上述所購回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註銷。本公司董事相信，購
回股份可提高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及其每股盈利。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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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
業管治守則的原則，並已遵守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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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
例，並討論審核、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當中包括審閱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外聘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
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資料。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包
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
獲派發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三日（星
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公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於本公司網站(www.yueyuen.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

hk)刊載。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
發予股東以及在上述網站刊載。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向客戶、供應商及股東一直鼎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此外，本人
謹對董事會各同仁於期內作出之寶貴貢獻及本集團員工之努力不懈與竭誠服務深
表謝意。

承董事會命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盧金柱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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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盧金柱先生（主席）、蔡佩君女士（董事總經理）、詹陸銘先生、林振鈿先生、 
蔡明倫先生、胡嘉和先生、劉鴻志先生及胡殿謙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克勤先生、何麗康先生、閻孟琪女士及謝永祥先生。

網站：www.yueyu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