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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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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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sheng Advanced Materials Company Limited
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08）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收益 152.1 122.2 24.5%

持續經營業務毛利 43.6 42.4 2.8%

期內溢利 30.4 52.1 (41.7%)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30.4 42.6 (28.6%)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幣4.1分 人民幣6.6分 (37.9%)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 

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幣4.1分 人民幣2.8分 46.4%

建議中期股息每股0.01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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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內」）的未
經審核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以及本
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合併財務狀況表連同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經審核比較數字。

中期簡明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4 152,101 122,208

銷售成本 (108,526) (79,841)

毛利 43,575 42,367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 11,942 3,309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24) (2,500)

行政開支 (16,718) (18,391)

融資成本 (620) (823)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6 37,155 23,962

所得稅開支 7 (6,720) (6,166)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溢利 30,435 17,796

終止經營業務 8

終止經營業務期內溢利 – 34,298

期內溢利 30,435 5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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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往後期間可能重列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4,756 (12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扣除稅項） 4,756 (12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5,191 51,970

以下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30,435 42,562

非控股權益 – 9,532

30,435 52,094

以下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股東 35,191 42,438

非控股權益 – 9,532

35,191 51,970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10

基本
－期內溢利 人民幣4.1分 人民幣6.6分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人民幣4.1分 人民幣2.8分

攤薄
－期內溢利 人民幣4.1分 人民幣6.5分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人民幣4.1分 人民幣2.7分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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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81,873 81,615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 250 208

投資物業 12 704,810 654,698

使用權資產 10,826 11,408

商譽 108,009 105,923

其他無形資產 64,467 66,261

遞延稅項資產 753 536

非流動資產總額 970,988 920,649

流動資產
存貨 7,581 3,796

發展中物業 210,771 198,524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3 66,131 66,094

合約資產 14,980 17,46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19,985 16,365

應收關聯方款項 3,112 43,259

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37,117 100,696

應收貸款 173,388 145,83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1,742 148,679

流動資產總額 714,807 7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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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5 82,241 53,86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6 13,571 28,475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7 40,471 25,840

應付所得稅 7,207 24,209

政府資助 387 387

流動負債總額 143,877 132,772

流動資產淨額 570,930 607,94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41,918 1,528,589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7 99,740 70,355

遞延稅項負債 11,990 13,904

政府資助 7,096 7,290

非流動負債總額 118,826 91,549

淨資產 1,423,092 1,437,040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18 6,069 6,217

股份溢價 18 839,482 886,872

其他儲備 577,541 543,951

權益總額 1,423,092 1,437,040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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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的全部資料及披露事項，

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變更會計政策及披露

編製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所遵循者貫徹一致，惟採納下列於本期間之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之經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 業務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 與Covid-19有關的租金寬減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的修訂 重大的定義

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載述如下：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澄清及提供有關業務定義的額外指引。該等修訂澄清，一

組綜合業務及資產須至少包括一項投入及一個實際過程，而兩者共同對創造收益的能力

作出重大貢獻，方可被視為業務。在並未計入所有創造收益所須的投入及過程的情況下，

業務亦可存續。該等修訂剔除對市場參與者是否具備能力收購業務及持續產生收益進行

的評估。相反，重點專注在已取得的投入及已取得實際過程能否共同對創造收益的能力

作出重大貢獻。該等修訂亦收窄出產的定義，以聚焦在向客戶提供的貨品或服務、投資收

入或從一般業務所得的其他收入。此外，該等修訂提供有關評估已取得過程是否屬實際

過程的指引，並引入選擇性公平值集中測試，允許進行簡化評估，以測試一組已收購的業

務及資產是否屬一項業務。本集團以前瞻形式對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發生的交

易或其他事項應用該等修訂。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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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旨在解

決銀行同業拆息改革對財務申報之影響。該等修訂提供可在替換現有利率基準前之不確

定期限內繼續進行對沖會計處理之暫時性補救措施。此外，該等修訂規訂公司須向投資

者提供有關直接受該等不確定因素影響之對沖關係之額外資料。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利

率對沖關係，故該等修訂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概無任何影響。

c)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為承租人提供一個實際可行的權宜方法以選擇不就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的直接後果產生的租金寬免應用租賃修改會計處理。該實際可行權宜方法

僅適用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直接後果產生的租金寬免，且僅當(i)租賃付款的變動使租賃

代價有所修改，而經修改的代價與緊接變動前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少於緊接變動前租賃

代價；(ii)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幅僅影響原到期日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的付款；

及(iii)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該等修訂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年度期間追溯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概無任何影響，乃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期間，出租人並無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減免或豁免本集團辦公樓租賃的每月租賃付

款，且租賃條款亦無其他變動。

d)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的修訂對重大提供新定義。根據新定義，倘可合

理預期漏報、錯報或掩蓋個別信息將可影響通用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者基於相關財務報

表作出的決定，則該信息為重大。該等修訂澄清重大將取決於信息的性質或程度。該等修

訂對本集團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概無任何影響。



8

3. 經營分部資料

持續經營業務 

加工 RMAA服務* 物業投資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附註4）
銷售予外界客戶 60,988 90,807 306 152,101

收益 152,101

分部業績 12,805 21,570 81 34,456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3,116)
利息收入 6,430
融資成本（租賃負債利息除外） (615)

除稅前溢利 37,155

* RMAA服務指翻新、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服務。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加工 RMAA服務* 物業投資 小計 生產 貿易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重列）（附註4）
銷售予外界客戶 89,353 32,645 210 122,208 322,013 45,291 489,512

收益 122,208 489,512

分部業績（重列） 21,134 6,303 173 27,610 30,009 8,570 66,189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2,835)

利息收入 1,052

融資成本（租賃負債利息除外） (1,318)

除稅前溢利 6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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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加工 RMAA服務 物業投資 小計 生產 貿易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405,363 229,121 957,647 1,592,131 – – 1,592,131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93,664 93,664

總資產 1,685,795 1,685,795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80,048 216,939 897,322 1,594,309 478,627 – 2,072,936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67,052 67,052

總資產 1,661,361 2,139,988

分部負債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76,858 19,374 141,128 237,360 – – 237,360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25,343 25,343

總負債 262,703 262,703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2,133 26,067 81,091 179,291 267,532 – 446,823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45,030 45,030

總負債 224,321 491,853



10

4. 收益

持續經營業務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客戶合約收益 151,795 121,998

其他來源收益

經營租約項下之投資物業的總租金收入： 306 210

152,101 122,208

客戶合約收益的分類收益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商品或服務類型

加工 60,988 89,353

RMAA服務 90,807 32,645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151,795 12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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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地區市場

香港 90,807 32,645

中國內地 52,962 79,837

其他地區 8,026 9,516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151,795 121,998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點轉移之貨物 60,988 89,353

隨時間轉移之服務 90,807 32,645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151,795 121,998

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持續經營業務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 6,430 1,029

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收益 4,868 616

政府資助 394 34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 164

匯兌差額淨額 – 691

其他 250 465

11,942 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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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經扣減╱（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已提供服務的成本 108,526 79,841

折舊及攤銷 6,015 5,824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451 153

合約資產減值 790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薪酬）：

工資及薪金 14,990 16,417

退休金計劃供款（定額供款計劃） 1,124 1,422

研發成本 1,782 2,428

匯兌差額淨額 – (691)

公平值收益淨額：

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4,868) (616)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 (6,430) (1,02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收益 – (164)

7. 所得稅開支

(a)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香港利得稅根據在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九年：16.5%）計

提撥備，惟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除外，該等公司為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稅率制度的實體。該

等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溢利的首2,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000,000港元）按8.25%的稅率

徵稅，其餘應課稅溢利則按16.5%的稅率徵稅。



13

(b) 中國企業所得稅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的企業一般按所得稅率25%（二零一九年：25%）繳

稅，惟獲批享有優惠稅率的企業則除外（下文附註(d)）。

本集團就其於中國的經營作出的所得稅撥備乃根據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基於估計應課

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

由於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應按預期適用於變現資產或清償負債年度的稅率計量，適用

稅率的變動將影響本公司位於中國之附屬公司的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賬面值的釐定。

(c) 其他所得稅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適用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於開曼

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d) 稅率減低的稅務影響

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享有優惠所得稅率，並已取得中國相關稅務機關的批准：

• 杭州匯維仕永盛染整有限公司（「永盛染整」）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獲得高新技術企

業（「高新技術企業」）資格證書，且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15%自二零一八年至二零

二零年三年間生效。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永盛染整採用15%的稅

率計算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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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期簡明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內的所得稅金額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期內支出 

即期－香港 4,050 1,270

即期－中國 1,256 9,515

遞延稅項 1,414 209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6,720 10,994

持續經營業務的稅項支出 6,720 6,166

終止經營業務的稅項支出 – 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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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本公司宣佈其決定出售從事開發及生產滌綸長絲，以及研究高分子

新材料的附屬公司之全部權益。由於本集團計劃集中其資源於染色服務分部及加強其流動性以

應對未來投資機會，本集團已決定停止其滌綸長絲業務。出售三間公司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完成。杭州滙維仕永盛化纖有限公司（「杭州化纖」）、南通永盛滙維仕纖維新材料有限公司（「南

通纖維」）及江蘇永盛高分子新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永盛高分子」）各自之業務被分類至終止

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重列）

終止經營業務業績

收益 367,304

開支 (327,683)

融資成本 (495)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除稅前溢利 39,126

所得稅 (4,828)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期內溢利 34,298

每股盈利：

基本，來自終止經營業務 3.8分

攤薄，來自終止經營業務 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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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宣派及已支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3港元 

（相當於人民幣0.0274元） 

（二零一九年：0.022港元（相當於人民幣0.0188元）） 20,235 12,053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5港元（相當於人民幣0.0134元） 

（二零一九年：0.02港元（相當於人民幣0.0181元）） 9,797 13,530

20,235 25,583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5港元（相當於人民幣0.0134

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02港元（相當於人民幣0.0181元）），總金額約為

人民幣9,797,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3,530,000元）。

10. 母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人民幣30,435,000元（二零

一九年：人民幣42,562,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739,774,000股（二零一九年：

641,879,000股）計算（經調整以反映於期內的供股）。

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人民幣30,435,000元（二零一九

年：人民幣42,562,000元）計算。用於該計算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即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所使用的739,774,000股（二零一九年：641,879,000股）股份，以及假設於購

股權被視作轉換為6,083,000股（二零一九年：9,513,000股）普通股後無償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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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人民幣1,875,000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人民幣4,547,000元）收購資產。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出售賬面淨值為人民幣913,000元的資產，導致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出售收益淨額人民幣155,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出售資產。

於兩個期間，概無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減值虧損。

12. 投資物業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年初賬面值 654,698 –

添置 50,112 50,673

收購附屬公司 – 597,120

於損益中確認的公平值增加 – 6,905

期末╱年末賬面值 704,810 65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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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50,885 38,859

應收票據 18,092 29,582

68,977 68,441

減值 (2,846) (2,347)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淨額 66,131 66,094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並扣除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22,998 30,267

3至6個月 20,479 1,870

6個月至1年 1,495 3,805

1至2年 3,067 547

超過2年 – 23

48,039 3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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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向供應商支付的預付款項 151 50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457 2,860

預付開支 318 193

應收利息 3,078 710

可收回增值稅 12,981 12,552

19,985 16,365

15.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並扣除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6個月內 78,996 50,525

6個月至1年 1,257 1,939

1至2年 1,222 1,177

超過2年 766 220

82,241 5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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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合約負債 1,334 5,717

應計工資 5,202 13,213

應計款項 1,625 1,883

應付利息 554 454

應付增值稅及其他稅項 1,906 4,959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158 285

其他 2,792 1,964

13,571 28,475

所有應付利息、應付增值稅及其他稅項、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以及其他應付款項

均為不計息及平均付款期限為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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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實際利率(%)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實際利率(%)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流動

租賃 4.75%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196 4.75%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577

銀行貸款－有抵押 4.57%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四日

15,000 4.57%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四日

15,000

銀行貸款－有抵押 4.75% 二零二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10,000 4.75% 二零二零年
六月二十二日

10,000

銀行貸款－有抵押 4.79% 二零二一年
五月十三日

15,000 – – –

長期銀行貸款的流動部分 

－有抵押
4.75%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275 4.25%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263

40,471 25,840

非流動

租賃 4.75% 二零二二年
九月九日

39 4.75% 二零二二年
九月九日

69

銀行貸款－有抵押 4.25% 二零二三年
五月九日

561 4.25% 二零二三年
五月九日

686

銀行貸款－有抵押 6.60% 二零二五年
七月三十一日

39,600 6.60% 二零二五年
七月三十一日

39,600

銀行貸款－有抵押 6.60% 二零二五年
七月三十一日

30,000 6.60% 二零二五年
七月三十一日

30,000

銀行貸款－有抵押 6.60% 二零二四年
七月三十一日

16,300 – – –

銀行貸款－有抵押 6.60% 二零二四年
一月三十一日

3,710 – – –

銀行貸款－有抵押 6.60% 二零二五年
七月三十一日

4,840 – – –

銀行貸款－有抵押 6.60% 二零二四年
七月三十一日

4,690 – – –

99,740 7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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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由下列各項提供擔保：

(i) 於報告期末賬面總值為約人民幣22,215,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22,597,000元）之本集團樓宇之按揭；

(ii) 於報告期末賬面總值為約人民幣4,078,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4,139,000元）之本集團土地使用權之按揭；

(iii) 賬面值約人民幣210,771,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8,524,000

元）之本集團發展中物業之按揭已予質押，以讓一間銀行向本集團授予長期貸款融

資；

(iv) 賬面值人民幣664,410,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14,298,000元）

之本集團投資物業之按揭已予質押，以讓一間銀行向本集團授予長期貸款融資；及

(v) 賬面淨值約人民幣23,705,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1,355,000

元）之本集團在建工程之按揭已予質押，以讓一間銀行向本集團授予長期貸款融資。

18. 股本及股份溢價

股份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發行及繳足733,191,890股 

（二零一九年：749,655,890股）普通股 6,069 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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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本變動情況概要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94,487,500 3,121 130,657 133,778

已行使購股權* 2,507,100 22 4,259 4,281

向本公司股東支付股息 – – (27,951) (27,951)

於收購附屬公司後發行 80,000,000 684 170,456 171,140

於通過收購附屬公司收購資產及負債後發行 272,661,290 2,390 609,451 611,841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749,655,890 6,217 886,872 893,089

購回並註銷之股份** (17,000,000) (154) (29,452) (29,606)

向本公司股東支付股息 – – (20,095) (20,095)

已行使購股權* 536,000 6 869 875

於購股權被沒收時轉撥購股權儲備*** – – 1,288 1,288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33,191,890 6,069 839,482 845,551

* 536,000份（二零一九年：2,507,100份）購股權隨附的認購權按每股1.170港元（二零一九

年：1.251港元）的認購價獲行使，就此以總現金代價（除費用前）約人民幣561,000元（二

零一九年：人民幣2,731,000元）發行536,000股（二零一九年：2,507,100股）普通股。為數約

人民幣313,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1,550,000元）已於購股權獲行使時由購股權儲備轉

撥至股份溢價賬。

** 本公司以總代價32,742,000港元（為數約人民幣29,606,000元）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購回其17,000,000股普通股。已購回股份於期內註銷而就購回股份已付的總金額已自股本

及股份溢價賬分別扣除約人民幣154,000元及人民幣29,452,000元。

*** 1,978,000份（二零一九年：零）購股權隨附的認購權已被沒收。為數約人民幣1,288,000元

（二零一九年：零）已於購股權被沒收時自購股權儲備轉撥至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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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市場回顧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紡織品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的國內及國外市場需求下滑。國內，關閉實體商業、居家隔離等防疫
措施使紡織品內需消費減弱。國際，美歐等主要出口市場商業停擺，紡織品製造行業
出口需求下滑。加上中美貿易摩擦影響，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中國紡織製造整體承壓。
而隨著中國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紡織全行業復工復產有序推進，本集團繼續發揮自身
優勢，優化產品結構，多元發展業務板塊，在艱難時期仍能穩步前行。

業務表現

本集團主要從事：(1)差別化滌綸面料染色及加工；(2)提供翻新、維護、改建及加建工
程服務（「RMAA服務」）；及(3)物業投資。本集團於2019年重組業務架構，出售差別
化滌綸長絲（「滌綸長絲」）生產及滌綸長絲貿易業務板塊，以長遠全力發展及提升差
別化滌綸面料染色及加工技術能力，抓住增長機遇及滿足客戶對高附加價值產品日
益增長的需求，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創造更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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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持續經營業務營業額約人民幣152.1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
期約人民幣122.2百萬元增加約24.5%。持續經營業務毛利約為人民幣43.6百萬元，較
二零一九年同期約人民幣42.4百萬元增加約2.8%，毛利率由約34.7%降至28.6%，主要
原因是由於(1)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受COVID-19影響，紡織行業總體需求下滑；(2)行
業內競爭加劇致使染色及加工產品價格受壓；(3)來自RMAA服務的收益較去年同期
錄得翻倍以上的增長，抵消了大部份來自染色及加工業務的收益的減少。本公司股東
應佔溢利約人民幣30.4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人民幣42.6百萬元下降約28.6%，
相關每股盈利為人民幣4.1分（二零一九年同期：人民幣6.6分）。

回顧期內，差別化滌綸面料染色及加工、提供RMAA服務及物業投資之收益分別佔本
集團營業額約40.1%、59.7%和0.2%；而三個分部經營溢利分別佔本集團的總經營溢
利的約37.2%、62.6%和0.2%。

染色及加工

本集團位於杭州市獲中國政府認證為的「高新技術企業」杭州匯維仕永盛染整有限公
司（「永盛染整」），為主營滌綸面料染色及加工業務的附屬公司，擁有省級技術研究
開發中心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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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COVID-19蔓延全球，國內外相繼採取封城及停工停產停學等
措施，令國內市場消費氣氛減弱，國外歐美市場亦受到衝擊。但隨著國內COVID-19

防控成效顯現，本集團將經營重心轉移至已經回溫的國內市場，保持訂單量在理想水
平。於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國內及歐洲訂單逐步恢復，本集團亦順利實現復產復工
並積極追趕生產進度。為迎合市場需求，本集團新增新產品仿棉絨、皮革底部相關生
產線。加之本集團在染色技術及環保設備上具有優勢，因而在不利的經營環境下，集
團的訂單量雖受到影響，但仍維持在理想水平。受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收入下滑影
響，回顧期內分部收益約為人民幣61.0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的約人民幣89.4百
萬元同比下降約31.7%。惟受到行業內競爭激烈導致產品價格下降，染色及加工業務
毛利率自37.8%下降至30.6%，但總體毛利率仍維持在較高水平。

提供RMAA服務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提供兩類RMAA服務，包括(1)維修及保養工程；及(2)改建及加建
工程以及裝修工程。本集團於質量及環境管理方面更分別獲得ISO 9001及ISO 14001

認證，於樓宇維護、翻新、防水、加建、改建及樓宇改善項目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參與
多個陳舊物業升級及政府市區重建計劃。回顧期內以私營類維修及保養工程為主，項
目類型同時覆蓋商業樓宇和住宅，且住宅維修及保養的需求較大。回顧期內整體新增
工程項目8個，進一步豐富本集團的收益模式。於回顧期內，分部收益約為人民幣90.8

百萬元，毛利率約27.7%，在手工程數量約43項，總額超過港幣179百萬元。

維修保養為主，做私營為主，商業住宅和基本住宅都有，但總體商業住宅需求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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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本集團擁有的物業資產包括：

(1)位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市的在建樓宇–永盛大廈。其建築總面
積約為64,547.20平方米，為地上24層、地下3層之建築。在回顧期內已完成主體封頂，
受COVID-19及惡劣天氣狀況影響，竣工驗收計劃略作推延，預期於二零二零年下半
年竣工驗收。而集團已進入招商工作階段，積極與潛在商戶接觸洽談。永盛大廈定位
為高檔商業辦公室及公寓，預計能吸引大企業長期入駐。根據ICCA發佈的2019年全
球會議目的地城市榜單，杭州躍居全球第74位、亞太第17位、中國大陸第3位，排名僅
次於北京和上海，隨著COVID-19態勢趨於平穩，國內及亞太近程會議、活動市場已復
甦。隨著2022年亞運會及各大國內國際會議的到來，預期永盛大廈將成為代表蕭山區
或至杭州的標誌性建築之一；及

(2)位於蕭山區的一幢樓宇內的八個商務金融辦公單位，總建築面積約為2,648.78平方
米，於回顧期內產生約人民幣306,000元租金收入。

本集團認為物業投資為一項穩定且抗經濟下行強的業務，蕭山區為浙江省重點發展
區域，其發展前景潛力巨大，持續發展亦推動該區域的商業及住宅需求，本集團在當
地擁有的投資物業增值潛力將有利於本集團的資產組合及可持續發展。

展望

展望未來，差別化滌綸面料染色及加工仍將是本集團發展重點。隨著中國境內
COVID-19防控措施頗具成效，各地各區都已基本實現復產復工，社交距離措施的放
開加之實體商業的恢復，人們消費意欲提高，紡織品市場預期將呈回暖態勢。隨著歐
洲COVID-19態勢也逐步受控，二零二零年下半年，本集團將注重開發國內及歐洲市
場，著力開發海內外的高價值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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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RMAA服務業務發展迅速，在COVID-19下業務需求仍具韌性。本集團將繼續開
發更多私營工程項目，以專業實力拓展市場份額。本集團正在考慮透過分拆RMAA業
務於聯交所主板獨立上市之可能性，且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八日向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提交有關分拆之建議書。

至於在物業投資板塊，除了本集團擁有的八個商務金融單位產生穩定租金收入之外，
永盛大廈的施工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徹底實現竣工驗收。預期永盛大廈將吸
引優質大企業這一類長期租戶，並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貢獻。

本集團一直積極多元化收益來源，以為股東帶來豐厚回報。受益於中國龐大的產業鏈
外溢，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政策推動下，東南亞國家的城市化及工業化得到加強，然
而東南亞部分國家，包括越南、柬埔寨、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國基礎設施短缺，如部分
東南亞國家（包括各國首都城市）平均管道供水的覆蓋率尚不足20%。經管理層作出
詳細調研後認為，水供應及污水處理行業為具有剛性需求的一類公用事業，投資水供
應及污水處理行業可帶來穩定現金流量，多元化本集團業務組合，創造良好的股東回
報。回顧期內，本集團及Bagan Investment Limited合作註冊成立合營公司，本集團及
Bagan Investment Limited分別擁有60%及40%的權益。合營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
其附屬公司主要於東南亞從事開發、投資、營運及管理水務項目，尤其是有關水供應
及污水處理的項目。

本集團各個板塊將持續發掘新市場，多元化產品，以擴大其市場份額，並致力研發新
產品，貼合客戶需求，符合市場流行趨勢。儘管全球經濟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
憑借其多元化業務分佈及其技術優勢，相信本集團能應對經濟週期波動的考驗，實現
可持續發展及資本增值，爭取股東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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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毛利及股東應佔溢利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持續經營業務收益約人民幣152.1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
期約人民幣122.2百萬元增加約24.5%，主要由於本集團來自RMAA服務收入的增長。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持續經營業務毛利約為人民幣43.6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
期約人民幣42.4百萬元增加約2.8%。於回顧期內，毛利率下跌約6.1%至28.6%。毛利率
下跌的原因主要為以下兩項的淨影響：(i)COVID-19疫情導致市場消費低迷，企業開
工率不足；(ii)由於中美貿易摩擦，行業競爭日趨激烈，導致本集團的染色和加工服務
單價大幅下跌；及(iii)相對低毛利率的RMAA業務收入於回顧期內大幅提升，在集團
整體收入中的佔比上升。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為約人民幣30.4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
人民幣42.6百萬元減少約28.6%。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4.1分（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人民幣6.6分）。COVID-19疫情導致全球經貿活動萎縮，紡織行業總體需求減少，為本
集團的盈利帶來壓力。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5百萬元減少約
人民幣1.5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0百萬元，主要
由於爆發COVID-19導致的行銷活動減少。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8.4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1.7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6.7百萬元，主要由於
出售滌淪長絲生產及滌淪長絲貿易業務板塊導致管理人員人數減少；及法律及專業
費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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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81.7百萬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48.7百萬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總額（租賃負債除外）約為人民幣140.0

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96.2百萬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反映其流動資金及
資本負債水平的關鍵財務比率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流動比率 4.97 5.58

負債與權益比率 0.10 0.07

1 按流動資產總額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2 按借款總額除以股東應佔權益計算。

匯率波動風險及有關對沖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大陸經營業務，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人民幣」）結算，惟提供
RMAA服務業務除外，乃由於該業務於香港進行，故以港元（港元）結算。本集團的申
報貨幣為人民幣。

本集團承受最低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存款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倘宣派股息，本公司將以港元派
付股息。

本集團目前並無對沖外匯風險並將密切留意匯率波動情況。



31

僱員福利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320名（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343名）
僱員。本集團僱員的薪酬根據其經驗、資格、本集團表現及現行市況釐定。於回顧期
內，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16.1百萬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來自持續經
營業務：約人民幣17.8百萬元）。

本集團將持續優化員工團隊結構並為其員工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此外，合資格
員工亦可能視其個人及本集團的表現而獲授酌情花紅及購股權。

本集團已參與由相關地方政府機構營辦的社會保險計劃，計劃中包括退休金、醫療保
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及生育保險。

本集團重視團隊建設，本集團的成功倚賴於全體員工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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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持有的重大投資

資產管理人 託管人 投資額 協議日期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的

公平值 到期日 投資類型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二零二零年 
一月二十一日

15,000 二零二零年 
十月二十一日

2

萬向信託股份公司 萬向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20,040 二零二零年 
四月二十二日

20,071 二零二零年 
十月二十二日

2

民生財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30,000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三十日

1

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6,000 二零二零年 
五月二十九日

26,596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2

光大信託興隴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銀行北京分行 15,000 二零二零年 
六月十八日

15,041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十八日

1

民生財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二零二零年 
六月二十三日

30,409 二零二一年 
一月二十六日

1

137,117

附註：

第1類投資指(i)貨幣市場基金；(ii)銀行存款；(iii)貨幣市場類理財產品；(iv)貨幣市場類信託計劃；及

(v)貨幣市場類資產管理產品等。

第2類投資指(i)貨幣市場類信託；(ii)私募投資基金；(iii)貨幣市場類資產管理產品；(iv)債券回購；(v)

貨幣市場基金；及(vi)銀行存款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持有重大投資。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0.015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每股
0.02港元）的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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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包括首尾兩日）
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並且預期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日派付中期股息。如欲符合
資格獲取中期股息，股東應確保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於二零二
零年九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證券。

於二零二零年回顧期內，本公司已於聯交所購回合共17,000,000股每股0.01港元之本
公司普通股（「股份」），總代價（扣除開支前）為32,741,85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所有購回之股份均已註銷。

日期 所購回股份數目 購回價格
總代價

（扣除開支前）
最高 最低 （港元）

二零二零年二月五日 6,000,000 1.9 1.9 11,400,000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九日 2,000,000 1.93 1.93 3,860,000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日 4,000,000 1.94 1.91 7,71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四日 2,500,000 1.96 1.95 4,884,5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 2,500,000 1.97 1.95 4,887,350

17,000,000 32,74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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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達致及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其原則旨在於各個業務方面維持透明度、
問責性及獨立性，並努力確保一切事務均按照適用的法律及法規進行。董事會由四名
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常規乃以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為基準。於回顧期內，董事
會認為本公司一直遵守守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
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本公司
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各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黃慧玲女士（主
席）、王世平先生及王華平博士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回顧期內的未經審核中期業
績及本公佈，並與本公司管理層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審核委員會認為，未
經審核中期業績乃遵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而編製並已作出充足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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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業績公佈

本業績公佈乃於本公司網站(www.chinaysgroup.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刊
登。回顧期內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並刊載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

承董事會命
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李誠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誠先生、李聰華先生、馬青海先生及徐文勝先生；而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黃慧玲女士、王世平先生及王華平博士。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