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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主要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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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財務資料

收入 193,318 225,933

毛利 47,879 54,452

除稅前溢利╱（虧損） 3,940 9,292

本期間溢利╱（虧損） (1,688) 6,273

本期間全面收益╱（費用）總額 (1,159) 5,031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220,344 248,178

流動資產 267,675 210,555

流動負債 197,159 166,297

流動資產淨值 70,516 44,258

資產總值 488,019 458,73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90,860 292,436

權益總額 288,904 290,06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5,084 9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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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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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率 24.8% 24.1%

淨溢利╱（虧損）率 (0.9)% 2.8%

貿易應收款項之週轉日 53 41

存貨之週轉日 80 62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負債比率 (1) 21.1% 21.4%

流動比率 (2) 1.4 1.3
   

附註：

1. 資本負債比率指借貸總額與資產總值之比率。

2. 流動比率指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

本集團按產品類別分析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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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針織布料 34,254 17.7 55,687 24.6

內衣產品 159,064 82.3 170,246 75.4     

總計 193,318 100.0 225,93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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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回顧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全球營商環境極為嚴峻，新型冠狀病毒蔓延全球，世界衛生組織宣

佈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各地均出現停市及嚴格的出入境管制，嚴重打擊世界經濟，

各行各業幾乎無一幸免面臨極大經濟損失。由疫情開始至今已逾大半年，仍然未有消

退跡象及對抗病毒之疫苗，未來經濟發展仍難以預測，並存在許多變數。此外，今年上

半年全球地緣政治及貿易壓力大增，為脆弱的經濟加添不確定性。

國際市場整體消費信心持續下滑，消費能力明顯下降，不少世界知名的快時尚 (Fast 

Fashion)品牌甚至宣佈關閉部份市場的門市銷售點，服裝零售行業正面對巨大困景。中

國紡織品需求因而正面臨重大考驗，在疫情及經濟不確定性下，行業面對巨大的下行

壓力。根據中國海關數據，二零二零年一至六月，中國服裝出口額約510.8億美元，同比

下跌約19.4%。服裝等傳統消費品的市場需求持續低迷，對服裝產品製造行業做成沉重

打擊。不過，在防疫紡織產品出口增長帶動下，中國紡織品出口額達741億美元，較去

年同期增約27.8%。中國紡織品服務累計出口額較去年同期上升約3.2%，至約1,252億

美元。內需方面，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資料顯示，中國上半年的服裝鞋帽、

針紡織品類零售額同比下跌19.6%，無論在海外及國內，紡織服裝生產行業均遇重大挑戰。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一直積極致力於多元化業務，以降低業務風險及收入來源。本集團仍以原設備

製造商（「OEM」）方式為國際多個主要服裝品牌供應內衣，並在中國及緬甸營運工廠進

行生產。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回顧期」），本集團錄得

收入減少14.4%至約人民幣193.3百萬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225.9百萬元），期內虧損

約為人民幣1.7百萬元（二零一九年：溢利為人民幣6.3百萬元）。本集團之針織布料之收

入約為人民幣34.2百萬元，而內衣產品收入約為人民幣159.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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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全球經濟及營商環境下滑乃行業內之前所未見，無論來自國內、日本及歐美

等地之訂單均有所下跌。東南亞地區生產基地持續穩定發展，本集團正積極開拓更多

布料及內衣新產品市場，包括尋求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地區客戶的策略性合作關

係，以適應市場轉變及分散風險。

然而，今年上半年疫情對本集團生產業務影響較想像中輕微，本集團於國內的生產業

務僅於今年第一季度受到短暫影響，並已於第二季度恢復正常，使集團能夠繼續滿足

全球客戶的需求。另外，本集團位於緬甸的全新生產業務已於今年第二季起，正式投入

初步生產。

財務回顧

收入

下表為本集團業務分部之收入明細，及其所佔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集團收入總額之百分比，並連同二零一九年之相應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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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針織布料 34,254 17.7 55,687 24.6

內衣產品 159,064 82.3 170,246 75.4     

總計 193,318 100.0 225,933 100.0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93.3百萬元（二零

一九年：人民幣225.9百萬元），與二零一九年同期相比減少約人民幣32.6百萬元或約

14.4%。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布料及內衣之銷量分別為約1,560噸

及22.1百萬件（二零一九年：分別為1,840噸及11.4百萬件）。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團

內衣產品及針織布料銷售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約人民幣170.2百

萬元及約人民幣55.7百萬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約人民幣

159.1百萬元及約人民幣34.2百萬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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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針織布料收入約為人民幣34.2百萬元（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55.7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21.5百萬元或38.6%，佔本集團收

入總額約17.7%（二零一九年：24.6%）。減少主要由於銷量減少所致。截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針織布料銷量減少約15.2%至約1,560噸（二零一九年：1,840噸）。針

織布料產品主要分銷至中國品牌客戶。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承接更少針織布料訂單，乃由於需求減少。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衣產品收入約為人民幣159.1百萬元（二零一

九年：人民幣170.2百萬元），佔收入總額約82.3%（二零一九年：75.4%）。內衣產品銷售

額減少人民幣11.1百萬元或約6.5%。然而，內衣產品銷量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11.4百萬件增加至二零二零年同期之22.1百萬件。銷售額減少主要由於產

品單位售價下降所致。於回顧期內，由於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口罩需求增加，本

集團承接約12百萬件口罩之生產訂單。然而，口罩之平均單位售價約人民幣2.1元較其

他內衣產品之平均單位售價約人民幣13.0元低。因此，儘管銷量增加約93.9%，內衣產

品之收入仍減少。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71.5百萬元減少約15.2%至

二零二零年同期約人民幣145.4百萬元。銷售成本下降主要由於針織布料及內衣產品之

銷售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有所減少。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4.5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6.6百

萬元或約12.1%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7.9百萬元，此乃由

於本集團內衣產品及針織布料產品之銷售額及平均單位售價減少所致。本集團之毛利

率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24.1%輕微上升至二零二零年同期之約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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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產品劃分之毛利及毛利率，連

同二零一九年之相應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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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針織布料 1,792 5.2 6,924 12.4

內衣產品 46,087 29.0 47,528 27.9   

總計 47,879 54,452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及收益約為人民幣2.8百萬元（二零一

九年：人民幣3.7百萬元），主要指匯兌收益、銀行存款利息收入、政府補助及銷售廢料

收益。

銷售及分銷費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及分銷費用增加約人民幣0.9百萬元至約人

民幣5.4百萬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4.5百萬元）。銷售及分銷費用增加，主要由於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內衣產品銷量及相同產品之分銷成本增加所致。

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費用減少約6.3%至約人民幣38.8百萬元（二

零一九年：人民幣41.4百萬元）。行政費用的主要部分為員工福利，其包括薪金、社會福

利及退休金費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總額減少至人民幣19.7百萬元，而二零

一九年同期則為人民幣25.0百萬元。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減少至約人民幣2.6百萬元（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3.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平均銀行借貸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降。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銀行借貸之實際利率介乎4.80%至5.22%（二零一九年：4.35%至

5.22%），與二零一九年同期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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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溢利（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約為人民幣3.9百萬元（二

零一九年：溢利人民幣9.3百萬元）。有關除稅前溢利減少主要由於針織布料及內衣產品

之毛利下降。布料產品及內衣產品之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

人民幣7.0百萬元及人民幣47.5百萬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

人民幣1.8百萬元及人民幣46.1百萬元。

所得稅費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費用增加至約人民幣5.6百萬元（二零一

九年：人民幣3.0百萬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實際稅率為

142.8%，而二零一九年同期則為32.4%。

本期間溢利（虧損）及溢利率

本集團之溢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約人民幣6.3百萬元減少約人

民幣8.0百萬元至二零二零年同期虧損約人民幣1.7百萬元。溢利減少主要是由於上文所

述毛利減少約人民幣6.6百萬元所致。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率為

0.9%（二零一九年：溢利率：2.8%）。

存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存貨結餘增加至約人民幣65.6百萬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61.7百萬元），反映原材料購買量及製成品數量增加，乃因預計二零

二零年下半年之銷售交付增加。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平均存貨週轉

日為80日（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70日）。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增加至約人民幣72.6百萬元（於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9.9百萬元）。貿易應收款項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接近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結束時之銷售活動增加，且本集團授予國內客戶更長信貸期以

維持良好客戶關係。平均貿易應收款項週轉日增加至約53日（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37日）。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付款項增加至約人民幣57.1百萬元（於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0.1百萬元）。本集團因預計銷售訂單及交貨增加而購買較多原料，

導致貿易應付款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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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主要營運資金來源包括銷售其產品所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銀行借貸。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約為1.4（於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

為人民幣105.1百萬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3.8百萬元），主要來自

及用於日常營運，包括銷售產品、採購材料及獲取短期銀行貸款人民幣103百萬元（於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8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

資本負債比率（以期末之債務總額除以期末之資產總值乘以100%計算，而債務總額界

定為包括流動及非流動計息借貸）約為21.1%，而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21.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定息銀行借貸約為人民幣55百萬元（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0百萬元），浮息銀行借貸約為人民幣48百萬元（於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8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定息銀行

借貸及浮息銀行借貸之實際年利率分別為4.80%及介乎4.95%至5.22%（於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定息銀行借貸之實際年利率為4.80%；浮息銀行借貸之實際年利率介乎

5.17%至5.22%）。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資金及庫務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本集團大部分資金已存入中國之銀行及香港持牌銀行。本集團管理層相信本集團擁有

足夠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應付下半年之承擔及營運資金需要。

本集團繼續推行謹慎財務管理政策及監察其基於負債對總資產比率之資本結構。

利率及外幣風險

本集團之利率風險主要是關於浮息借貸之現金流量利率風險。由於銀行結餘之現行市

場利率波動，受限制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亦使本集團面對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本集團

並無使用任何財務工具對沖利率之潛在波動。由於本集團預計銀行存款利率不會出現

重大波動，故管理層認為因受限制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引致之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不大。

為減低利率波動之影響，本集團將繼續評估及監察本集團之利率風險及將考慮在預計

出現重大利率風險時作出其他必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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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面臨外幣風險。本集團收入中大部分以美元計值，而若干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則分別以美元、日圓及港元計值，而絕大部

分經營費用均以人民幣計值，而本集團之報告貨幣為人民幣。

本集團並無外幣對沖政策。倘貨幣波動，本集團可能需要提高其產品定價以補償生產

成本之增加。此情況可削弱本集團產品之定價競爭力，亦可引致收入下降。未來，管理

層將監察本集團之外匯風險，及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或保理重大外幣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乃以賬面值分別約為人民幣10.8百萬元

及人民幣85.5百萬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人民幣10.9百萬元及人民

幣91.0百萬元）之本集團使用權資產及樓宇作抵押。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2,300名僱員。本集團之薪酬待遇主要部分包

括基本薪金、醫療保險、酌情現金花紅及退休福利計劃。本集團將對僱員表現進行定期

檢討，而其薪金及花紅以表現為基礎。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既無經歷與其僱員發生任何

重大問題或因勞資糾紛而使營運停頓，亦無經歷任何招聘及挽留資深僱員之困難。本

集團與其僱員維持良好關係。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

無）。

展望

展望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相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地緣政治因素將會繼續成為市場焦點，

並為全球經濟及民眾生活帶來巨大影響。市場憂心疫情持續擴散，加上於政治陰霾下，

或將引發全球經濟衰退，經濟展望前景暗淡，風險明顯增多。不過，中國正努力穩定經

濟基本發展，並提出「六穩」「六保」政策，以協助加速修復經濟循環。我們相信紡織服裝

生產行業將受益於剛性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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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持續低迷的經濟環境及不明朗因素，本集團已主動採取措施調整各地區生產設施

之產能，並於其主要業務以外物色具投資及發展潛力之項目，以降低營運風險。本集團

將繼續提升生產能力，引入自動化及創新技術，並嚴格控製成本，以增強企業的競爭能

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為股東帶來理想回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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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巿證券。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報告期後事項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概無出現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後發生且對本集團之營運及財

務表現構成重大影響之重大事宜。

企業管治

本公司十分重視其企業管治常規，且董事會堅信良好之企業管治常規能提升本公司對

股東之問責性及透明度。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及若干建議最佳常規作為其企業管

治守則。董事會亦會不時檢討並監察本公司之常規，以期維持並改善高水平之企業管

治常規。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

載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對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

董事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股本

本公司之股本於回顧期內之變動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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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本公司股份上市前，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有條件地採納一項購股權計

劃（「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為無條件及生效。購股權計

劃旨在令本集團能夠向合資格參與者（定義見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刊發之

招股章程「購股權計劃」一節）授出購股權以激勵或獎勵彼等對本集團作出之貢獻。

根據購股權計劃可授出的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總數，未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事先

批准，不得超過於採納該計劃當時已發行之本公司股份總數（即380,000,000股股份）之

10%，而因行使所有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而可予發行之股份總

數，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發行之股份總數之30%。於任何12個月內，未經本公司股東於

股東大會事先批准，任何個別人士獲授及可獲授的購股權所涉及之已發行及將予發行

之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於任何時間的已發行股份之1%。倘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

執行董事或彼等任何各自的聯繫人授出購股權，而導致於截至及包括授出日期止12個

月期間內有關人士已獲授及將獲授的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

超出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0.1%及總價值超過5百萬港元（根據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之

收市價計算），則須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事先批准。

獲授之購股權須於授出要約日期起計21日內，按每次獲授支付1港元而接納。行使價由

本公司董事釐定，且將不會低於 (i)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ii)股份於緊接授

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市價；及 (iii)本公司股份之面值之較高者。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可認購本公司普通

股之購股權。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並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本公司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

冊所記錄之權益及淡倉，或任何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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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除本中期報告另行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直至本中期報

告日期之任何時間，本公司、其母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

安排使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任何未成年子女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股份

或債權證而得益，而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亦無獲授任何權利或行使該

等權利認購本公司證券。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據董事所深知，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實體（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

員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

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

公司的已發行具表決權股份5%或以上權益：

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1)

概約持股

百分比

竣丰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60,661,501 (L) 52.73%

竣豐國際有限公司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 260,661,501 (L) 52.73%

永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永泰集團」）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 260,661,501 (L) 52.73%

永泰科技投資有限公司

 （「永泰投資」）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 260,661,501 (L) 52.73%

王廣西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 260,661,501 (L) 52.73%

郭天舒 配偶之權益 (3) 260,661,501 (L) 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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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字母「L」指實體於股份之好倉。

(2) 竣丰投資有限公司乃竣豐國際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竣豐國際有限公司則乃永泰集團全資擁有。

永泰集團由永泰投資擁有98.48%股權，永泰投資則乃王廣西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竣豐國際有限公司、永泰集團、永泰投資及王廣西先生各自被視作於竣丰投資有限公

司擁有權益之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3) 郭天舒女士為王廣西先生之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郭天舒女士被視作於王廣西先生擁

有權益之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人士╱實體於本公司

證券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

露的權益或淡倉，或任何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

淡倉。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成立，並根據上市規則訂明

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負責 (i)就外聘核數師之委任、續聘及罷免向董事會提出建

議，批准外聘核數師之薪酬及聘用條款，及處理有關該核數師辭任或被解聘之任何問題；

(ii)監察財務報表、年報及賬目、中期報告及（若擬刊發）季度報告之完整性，並審閱該等

文件當中有關財務申報之重大判斷；及 (iii)檢討財務控制、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全森先生（主席）、馮馨女士及徐敦楷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亦已討論及審閱本集

團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制度之充足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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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成立，並根據上市規則

訂明其書面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負責（包括其他職能）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所有報酬

之政策及結構，及就建立一個正式且透明之程序以制訂此等薪酬政策向董事會提出建

議；確定所有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具體薪酬待遇，包括實物利益、退休金權利及薪

酬金額（包括就彼等失去或終止職務或委任而應支付之任何賠償）；就非執行董事之薪

酬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及參照董事會不時形成決議之企業目標及目的檢討及批准以表

現為基礎之報酬。薪酬委員會由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敦楷先生及胡全森先生及一位

執行董事田英女士組成。薪酬委員會主席為徐敦楷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並根據上市規則

訂明其書面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負責制定提名政策以供董事會考慮及實行董事會制

定之提名政策；至少每年檢討董事會之架構、人數及組成，並就為配合本公司的公司策

略而擬對董事會作出的變動提出建議；物色及提名適合且符合資格可擔任董事會成員

之人士，並挑選提名有關人士出任董事或就此向董事會提出建議；評核獨立非執行董

事之獨立性；就董事委任或重新委任以及董事繼任計劃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及遵照董

事會可能不時規定或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所載或法例施加之任何規定、指示及

規例。提名委員會由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全森先生及馮馨女士及一位執行董事王彬

先生組成。提名委員會主席為王彬先生。

董事資料之變動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概無本公司須按上市規則

第13.51(2)條第 (a)至 (e)段及第 (g)段（按適用情況）規定披露之資料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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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93,318 225,933

銷售成本 (145,439) (171,481)    

毛利 47,879 54,452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2,809 3,691

銷售及分銷費用 (5,436) (4,503)

行政費用 (38,762) (41,381)

融資成本 6 (2,550) (2,967)    

除稅前溢利 3,940 9,292

所得稅費用 7 (5,628) (3,019)    

本期間（虧損）溢利 8 (1,688) 6,27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費用）

隨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529 (1,242)    

本期間全面（費用）收入總額 (1,159) 5,031
    

每股（虧損）溢利

–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10 (0.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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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91,496 195,249

投資物業 3,761 3,983

使用權資產 12 21,092 22,273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 13,850

已付收購非流動資產按金 13 3,623 12,430

遞延稅項資產 372 393    

220,344 248,178    

流動資產

存貨 65,560 61,651

貿易應收款項 14 72,565 39,92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4,083 13,581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383 1,648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5,084 93,755    

267,675 21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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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5 57,056 40,05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1,888 19,331

合約負債 2,097 975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2,183 132

股東貸款 4,525 4,496

計息借貸 16 103,000 98,000

租賃負債 12 1,156 1,736

應付所得稅 5,254 1,572    

197,159 166,297    

流動資產淨值 70,516 44,25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90,860 292,43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19 616

租賃負債 12 1,337 1,757    

1,956 2,373    

資產淨值 288,904 290,06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148,929 148,929

儲備 139,975 141,134    

權益總額 288,904 290,06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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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特別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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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a)） （附註 (b)） （附註 (c)）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48,929 37,191 957 (83) 5,800 103,320 296,114

本期間虧損 – – – – – 6,273 6,273

本期間其他全面費用：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1,242) – – – (1,242)        

本期間全面（費用）收益總額 – – (1,242) – – 6,273 5,031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48,929 37,191 (285) (83) 5,800 109,593 301,145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48,929 38,235 1,651 (83) 5,800 95,531 290,063

本期間虧損 – – – – – (1,688) (1,68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529 – – – 529        

本期間全面收益（費用）總額 – – 529 – – (1,688) (1,159)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48,929 38,235 2,180 (83) 5,800 93,843 288,904
        



21 廣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a) 法定儲備

法定儲備不可分配，撥款來自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附屬公司之除稅後溢利。根據

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以及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該等公司各自須根據中國

財政部頒佈之中國企業會計準則釐定之其各自溢利（對銷任何過往年度虧損後）之10%撥往法

定盈餘儲備。當儲備結餘達致各公司註冊資本之50%，本公司可自行選擇是否進一步撥款。

(b) 特別儲備

特別儲備指本公司收購之附屬公司之已發行及繳足股本總額與作為集團重組一部分本公司發

行以交換附屬公司之全部股權之股份面值兩者之差額。

(c) 其他儲備

其他儲備指僱員過往提供服務之公平值與僱員就獲轉讓之股份應付之代價淨現值兩者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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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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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產生之現金

 存貨增加 (3,909) (3,457)
 貿易應收款項增加 (33,441) (17,039)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617) (2,996)
 貿易應付款項增加 17,001 2,11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 2,536 4,613
 合約負債增加 1,122 2,126
 其他營運現金流量 19,705 23,560   

2,397 8,918

已付中國所得稅 (1,925) (1,285)
已付預扣稅 – (772)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472 6,861   

投資活動產生（使用）之現金淨額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59) (11,288)
 授予的貸款 – (11,000)
 償還應收貸款 4,055 7,000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389 (2,273)   

3,985 (17,561)   

融資活動產生（使用）之現金淨額

 新增借貸 75,000 50,000
 償還借貸 (70,000) (50,000)
 租賃負債付款 (1,078) (590)
 其他融資現金流量 2,075 (2,933)   

5,997 (3,52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0,454 (14,223)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3,755 147,664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875 (1,712)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現金及

 銀行結餘 105,084 13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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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呈列基準

廣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商業公司法（二零零四年）》於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八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投資控股公司。本公

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其註冊辦

事處地址為P.O. Box 3340, Road Town, Tortola, BVI，而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183號44樓4408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從事內衣產品及針織布料的製造及提供加工服務。本公司之

最終控股公司為竣丰投資有限公司，乃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亦為本公司及其位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之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該等中國附屬公司外，於香港及緬甸成立之附屬

公司之功能貨幣乃以美元及緬甸元列值。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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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

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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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綜合財務報表時所依循者一致，惟下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本集團在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指引之修訂及以下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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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

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3. 重大事件

二零二零年初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疫情」），全國一度並繼續採取一連串防預措施。本集

團的生產活動未有因疫情面臨重大影響。鑒於與疫情相關的市場及經濟狀況迅速變化帶來不

確定性，本集團將繼續監察疫情發展，並評估疫情對其營運及財務狀況的影響程度及範圍。

4. 分部資料

根據向本公司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資料，本集團按產品類

別劃分之經營分部如下：

1) 內衣產品 – 製造及銷售內衣及成衣並提供加工服務

2) 針織布料 – 製造及銷售針織布料並提供加工服務

下表呈列本集團可呈報分部分別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

及溢利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衣產品 針織布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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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外部銷售 159,064 34,254 193,318

分部間收入 77,763 32,634 110,397

對銷 (77,763) (32,634) (110,397)    

本集團收入 159,064 34,254 193,318
    

分部溢利 20,734 (7,192) 13,542
   

其他收入 698

融資成本 (2,550)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費用 (7,750)    

除稅前溢利 3,940
    



25 廣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4.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衣產品 針織布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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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外部銷售 170,246 55,687 225,933

分部間收入 80,731 21,063 101,794

對銷 (80,731) (21,063) (101,794)    

本集團收入 170,246 55,687 225,933
    

分部溢利 17,093 1,743 18,836
   

其他收入 1,285

融資成本 (2,967)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費用 (7,862)    

除稅前溢利 9,292
    

營運分部之會計政策與附註2所述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或虧損指各分部賺取之

溢利或產生之虧損，並未分配銀行利息收入及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酬金、

融資成本以及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費用。此乃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之

方式。

分部間銷售按現行市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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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呈列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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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衣產品 191,114 184,735

針織布料 168,620 151,580

未分配資產 128,285 122,418   

總資產 488,019 458,733
   

內衣產品 55,355 38,311

針織布料 27,251 20,839

未分配負債 116,509 109,520   

總負債 199,115 168,670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營運分部，以下除外：一般營運用途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一般營運

用途之預付款項、若干其他應收款項、遞延稅項資產、受限制銀行存款以及現金及銀

行結餘；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營運分部，以下除外：一般營運用途之其他應付款項、應付所得稅、

計息借貸、股東貸款及遞延稅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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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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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利息收入 236 718

匯兌收益淨額 277 525

銷售廢料 553 1,14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1 494

就貿易應收款項淨額確認之減值撥回 – 253

就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減值撥回 38 –

就應收關連公司款項確認之減值撥回 261 –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 149

政府補助（附註） 982 –

其他 461 407   

2,809 3,691
   

附註： 該金額主要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減輕相關行業的財務負擔而推出抗疫基金所授出

的現金補貼約641,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572,000元）（二零一九年：無）。收取該等補

貼並無附帶未達成條件及其他或然事項。

6.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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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負債利息 66 46

銀行貸款利息 2,484 2,921   

2,550 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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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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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所得稅

 –  本年度撥備 5,607 2,996

遞延稅項 21 23   

5,628 3,019
   

8. 本期間（虧損）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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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之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薪金及其他福利 53,849 56,33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99 6,211   

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 54,548 62,542   

確認為費用之存貨成本 145,439 171,48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368 11,582

投資物業折舊 222 –

使用權資產折舊 1,346 814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已計入行政費用） 797 –

租用物業之經營租賃租金 – 894
   

9. 股息

於本期間內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本公

司董事已決定不支付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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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溢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溢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約人民幣1,688,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人民幣6,273,000元）及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94,335,330股（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94,335,33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流通在外之攤薄潛在普通股（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故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

薄（虧損）溢利與每股基本（虧損）溢利相同。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就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付款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值合共約人

民幣152,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67,000元），導致出售收益淨

額約人民幣1,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虧損淨額約人民幣494,000元）。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9,266,000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612,000元）。

12.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i) 使用權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就租賃物業及土地使用權之預付租賃款項之使用權資產賬

面值約為人民幣7,101,000元及人民幣13,991,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

民幣8,108,000元及人民幣14,165,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

團並無訂立其他租賃協議。

(ii) 租賃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租賃負債之賬面值約為人民幣2,493,000元。（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493,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並無訂立其他租賃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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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續）

(iii) 於損益確認之金額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使用權資產折舊開支 1,346 814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66 46

短期租賃有關之開支 820 962

低價值資產租賃有關之開支 – 5
   

(iv) 其他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租賃現金流出總額約為人民幣1,898,000元（二零

一九年：約人民幣1,557,000元）。

13. 已付收購非流動資產按金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支付按金約人民幣3,623,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人民幣12,430,0000元）收購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擴充及升級生產設施。

14.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30至90日之平均信貸期。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貿易應收

款項減值撥備）按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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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日 65,158 29,770

31–60日 5,840 7,244

61–90日 553 1,162

90日以上 1,014 1,744   

72,565 3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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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供應商就採購原料授予之平均信貸期為30至180日。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於報告

期末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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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日 37,425 29,293

31–90日 18,459 9,191

91–180日 599 583

180日以上 573 988   

57,056 40,055
   

16. 計息借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取得新增銀行借貸約人民幣75,000,000元（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0,000,000元），並償還銀行借貸約人民幣70,000,000

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0,000,000元）。

17. 股本

法定：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獲授權發行最多1,000,000,000

股無票面值之股份。

已發行及繳足：

股份數目 金額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94,335,330 148,929
   



中 期 報 告 2020 32

18. 資產抵押

於報告期末，以下賬面值之資產均已抵押，作為本集團獲取計息借款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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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權資產 10,789 10,938

樓宇 85,500 90,995   

96,289 101,933
   

19. 重大關連方交易

(i) 結餘：

本公司董事確認，與本公司及本集團關連方間並無重大應收╱應付結餘。

(ii) 與關連方之交易：

本公司董事確認，本公司及本集團並無訂立重大關連方交易。

(iii) 主要管理人員補償：

本期間，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其他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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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福利 5,637 5,223

退休福利 47 44   

5,684 5,267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乃由本公司董事會經考慮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20.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批准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獲本公司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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