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 務 資 料

— 68 —

債項

借款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就確定本債項聲明內所載資料而言，即本售股章程付印
前之最後可行日期）營業時間結束時，本集團之未償還借款為約15,800,000港元之有抵押
短期銀行貸款。

抵押

本集團之短期銀行貸款乃由(i)本集團若干廠房與機器之固定抵押；及(ii)石獅市育青
針織服裝有限公司（「育青針織」，一間本集團之關連公司，因董事蔡振耀先生亦為育青
針織之法人）所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免責聲明

除本售股章程另有披露者及除本集團公司間之負債及外，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營業時間結束時，本集團並無任何按揭、抵押、債券、或其他借貸資本或銀行透支、承
兌（一般商業票據以外）債項、承兌信貸、貸款或其他類似債項或租購承擔、或任何擔保
或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董事確認，自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起，本集團之債項及或然負債並無重大變動。

解除擔保

本集團已收到其銀行原則上同意將會解除一間關連公司所提供之公司擔保，並將於
股份及認股權證在聯交所上市時以本公司及／或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之公司擔保代替。

根據上市規則應用指引第19項作出之披露

董事已確認，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以來，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情況致使須根
據上市規則第19項應用指引作出披露。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借款及銀行融資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資源及其中國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融資撥付業務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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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合共約15,800,000港元，其中約
15,800,000港元已動用，並由(i)本集團若干廠房與機器之固定抵押；及(ii)一間關連公司石
獅市育青針織服裝有限公司所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董事會對流動資產淨值狀況之意見

根據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審核合併管理賬目，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
值約6,700,000港元，其中包括流動資產約106,600,000港元、包括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
應收賬款約7,800,000港元、存貨約18,900,000港元、應收貿易賬款約70,100,000港元、現金
及銀行存款約9,800,000港元、以及流動負債約99,900,000港元，即帶息銀行借貸約
15,800,000港元、應付貿易賬款約28,200,000港元、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約3,500,000
港元、以及應付稅項約52,400,000港元。

董事會認為，經計及本集團內部產生之資金、可動用之銀行融資及發售新股及配售
新股份之估計所得款項淨額後，本集團擁有足夠營運資金，以應付目前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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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記錄

以下載列本集團往績紀錄期間之合併業績概要。此概要乃基於本集團現時架構於有
關審核期間已經存在之假設，以及會計師報告第一節所述基準而編製。請同時細閱本概
要及載於本售股章程附錄一的會計師報告。

截至

二零零二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止五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70,851 114,268 197,974 126,643

提供服務成本 (40,139) (64,442) (109,878) (70,121)

毛利 30,712 49,826 88,096 56,522

其他收入 112 155 186 88
銷售及分銷開支 (3,937) (6,537) (10,473) (6,809)
行政開支 (4,136) (6,152) (8,840) (5,688)
其他經營開支 (533) (748) (1,420) (976)

經營溢利 22,218 36,544 67,549 43,137

財務成本 (104) (123) (766) (361)

除稅前溢利 22,114 36,421 66,783 42,776

稅項 (3,543) (5,912) (10,667) (6,819)

除少數股東權益
　前溢利 18,571 30,509 56,116 35,957

少數股東權益 (7) (26) (28) (19)

股東應佔經營純利 18,564 30,483 56,088 35,938

股息 (3,000) (12,000) (30,000) —

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2 3.4 5.6 10.3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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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營業額指於往績紀錄期間所提供服務之發票淨值，已減去貿易折扣及所有主要集團內部交易。

2. 基本每股盈利乃根據有關期間各自之股東應佔經營純利計算，計算時假設已發行了544,000,000股，

包括於售股章程刊發日已發行20,000,000股以及524,000,000股將根據資本化發行予以發行，詳情載

於本售股章程附錄四之「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日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一段。

營業額分析

於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及股東應佔經營純利均持續增長。一九九九年九
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約為70,9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上升至
198,000,000港元，反映約179.4%之增長及約67%的複合年度增長。來自本集團十大顧客
的營業額由截至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49,60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年度增至126,600,000港元；同時，本集團之顧客基礎由截至一九九九年九月三
十日止年度之78個，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增至104個。由於營業額持續上
升，本集團之股東應佔純利則由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8,600,000港元，於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上升至約56,100,000港元，反映約202.1%之增長。董事
相信，於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之驕人業績主要有賴下列因素：

(i) 生產量增加帶來規模經濟的優勢；

(ii) 由於本集團致力改善及發展新產品令產品種類不斷增加，致使顧客對本集團產
品需求亦隨之增加；

(iii) 本集團在福建省以其產量、產品質素及環境保護意識享負盛名，不但提高顧客
對本集團產品之忠心，同時亦提高對產品之市場需求；

(iv) 中國經濟發展，令工業及商業客戶對本集團產品之需求相應提高；及

(v) 由於大部份已發展國家對污染問題之關注日益提高，現時布料加工業已逐漸變
得較少在該等國家出現，故海外競爭亦減少。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五個
月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內約 55,400,000港 元、 88,200,000港 元、 155,300,000港 元及
101,300,000港元，分別佔營業額之78.2%、77.2%、78.4%及80.0%，為來自亞洲國家顧客
銷售額，而餘額則為同期來自非洲、澳洲及北美洲的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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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止五個月內之邊際毛利則分別約43.3%、43.6%、44.5%及44.6%；而同期之除稅及少數股
東權益前邊際溢利分別約為31.2%、31.9%、33.7%及33.8%。

截至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約為70,900,000港元，邊際毛利為約
43.3%。有關審核期間之股東應佔經營純利約為18,600,000港元，邊際純利約為26.2%。

年內本公司完成了興建其第二個搖粒布料加工工場及第三間布料印染工場，以配合
對本集團加工業務與日俱增的需求。

債務與資本比率（債項總額／（資產總額－債項總額））及槓桿比率（債項總額／資產
總額）分別約為0.8及0.4，兩者均與去年同期一致。與去年為0.8之數字比較，該年之流動
比率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約為1.3。本集團之存貨週轉期、應收帳款週轉期及應付帳
款週轉期分別為38日、71日及57日。應收賬款水平上升，主要因為本集團於該年銷售額
有所增長。於本年度內本集團之固定資產增長主要由內部資源支付，尤其利用本集團業
務所產生利潤再作投資。

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約為114,300,000港元，較上一年度上升
約61.3%。來自菲律賓、非洲、澳洲及北美洲、香港及其他亞洲國家的銷售額由上一年
度之分別約47,900,000港元、15,500,000港元、2,200,000港元及5,300,000港元分別增長至約
76,400,000港元、26,100,000港元、4,100,000港元及7,800,000港元，反映約分別59.4%、
68.7%、88.9%及45.5%之增長。董事認為該等增長歸因本集團致力建立其聲譽，故能於
中國及海外市場取得對本集團產品的正面認同。尤其本集團來自菲律賓顧客的收益較上
一年度增加了約59.4%。董事將該等增長，歸因於本集團成功與其顧客包括菲律賓的成
衣製造商、布料批發商、分銷商及入口商發展密切商業關係。

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完成興建其第四間布料印染工場，以及另外
兩間搖粒布料加工工場。由中山醫科大學環境治理技術開發中心及廣東華南師大科技開
發服務公司開發之廢水處理系統亦於同年建成。建成此廢水處理系統不但能大幅提高本
集團之加工量，亦能進一步減少本集團之直接加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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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毛利約為49,800,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之43.6%，
與上一年度比較屬相對穩定。

股東應佔經營純利由前一年度之約18,6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
度之約30,500,000港元，反映64.2%或11,900,000港元之增長。董事將增長之原因歸因於本
集團對控制經營成本作出之努力，以及銷售額增加而成功改善其營運之規模經濟效應。

本集團之債務與資本比率及槓桿比率分別約為0.9及0.5。該等比率較上一年度之增加
主要因為帶息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增加，以及供應商對本集團授予更大信貸程度以支持本
集團之銷售額增長。流動比率由上一年度之1.3下降至1.0。本集團成功將應收帳款週轉
期維持於83日，屬本集團一般信貸政策所訂明之範圍內。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
度，應收賬款週轉期由上一年度之71日增加12日，主要原因為本集團向一些固定顧客授
予了延長信貸期，本集團認為該等顧客視為擁有良好交收紀錄並一直穩定地向本集團訂
貨。應付帳款週轉期及存貨週轉期分別為59日及40日，兩者均與本集團相關之一般購貨
／存貨及應付賬款結算政策相致。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198,000,000港元，較上一年
度上升約73.3%。營業額之增長主要因為產品種類增加，即為海外市場之特別市場需要
而設之產品，所以對本集團的產品需求亦隨之上升。來自菲律賓顧客的收益約為
133,400,000港元，即較上一年度增加了74.7%。董事認為該等持續理想表現，可歸因於本
集團信譽良好及商譽不斷提高，令本集團可繼續得到其菲律賓顧客的支持。

董事相信除了擴展其現有產品之產量外，本集團亦應著重發展新產品線，以獲取更
高盈利能力及持續增長。所以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一年初開始建設其首個純棉布料加工工
廠。該純棉布料加工工廠第一階段的工程已於二零零一年九月竣工並已全面投入運作。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純棉布料加工服務為本集團帶來約740 ,000港元收益；
董事相信該新設生產線於未來將成為本集團之收入主要來源之一。

有關審核年度之銷售成本約為109,900,000港元，即本集團營業額約55.5%，比較上一
年度底的數字約為64,400,000港元（或約56.4%），邊際毛利由前一年度之約43.6%，於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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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增加至約44.5%。邊際毛利有所增長主要因為本集團的銷售成
本佔營業額的比例下降了0.9%，原因主要有賴成功節省用水及漂白及印染物料用量。

由於本集團致力控制成本及改善營運效率，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約為
66,800,000港元，反映較上一年度上升約83.4%。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週轉期、存貨週轉期及應付賬款週轉期分別約為84日、42日及62
日。董事認為該等數字表現穩定，且與本集團相關之對應收貿易賬款授出的一般信貨政
策以及存／購貨及應付貿易賬款結算安排相致。債務與資本比率及槓桿比率分別維持於
0.9及0.5之水平，和上一年度數字相若。該相關審核年度之流動比率約為1.1，比較上年
約1.0的錄得數字有輕微改善。

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五個月

 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止之五個月的營業額約為126,600,000港元，即以年度計較二零
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增長了約53.5%。董事認為營業額之增長主要因為菲律賓及海
外對純棉布料加工服務之需求增加。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五個月之邊際毛利約為44.6%，與二零零
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數字原則上相若。同期股東應佔純利約為35,900,000港元，即以
年度計較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增長了約53.5%。董事認為該項增長乃主要因為
本集團營業額上升之故。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五個月之邊際純利為28.4%，
原則上與前一財政年度之數字相若。

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五個月，本集團之應收賬款週轉期、存貨週轉期及
應付賬款週轉期分別為85日、43日及61日，與本集團於該審核期間之營運大致相符。該
審核期間債務與資本比率及槓桿比率約為0.7及0.4，與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
度數字大致一致。

物業權益

中國

本集團在中國持有之物業權益

本集團之主要加工設施乃位於中國福建省石獅市蚶江鎮蓮塘村東村片，總地盤面績
約為23,331平方米，包括多座建築物，其中有一座品質控制大樓、三座印染工場、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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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定型工場、四座起毛工場、一座裁剪工廠、一座純棉布料工廠、一座完成製品倉庫、
一座廢水處理工廠及其他附屬建築物，總建築樓面面積約為28,868平方米，以支持本集
團生產。

此外，本集團亦有一片建有若干臨時構築物之土地，地盤面績約為3,591平方米，位
於中國福建省石獅市南北二路之西面。

本集團在中國租賃之物業權益

華豐針織就其總建築樓面面積約為2,268平方米之辦公室大樓，簽訂了由二零零零一
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為期十年之租賃協議。該等樓宇目前用作本集團
辦公室及其他附屬用途，位於中國福建省石獅市蚶江鎮蓮塘村東村片，鄰近本集團其他
加工設施。

香港

本集團在香港租賃及佔用之物業權益

本集團租用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西翼2803A號單位，作為其於香港
之主要營業地點。

物業估值

本集團之物業權益，乃由獨立物業估值師邦盟㶅駿評估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
三十日作出估值。估值之詳情以及邦盟㶅駿評估有限公司發出之函件、估值概要及估值
證書載於本售股章程之附錄二。

稅項、股息及營運資金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業績紀錄期間並無產生香港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其他地方有關往績紀錄期間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可根據本集團設有業務之司法權
區有關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當地當時之適用稅率計算。

根據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華豐針織須按稅
率27%（24%企業所得稅加3%當地所得稅）繳納企業所得稅，此乃適用於中國沿海開放地
區經營業務之企業的優惠稅率。

因華豐貿易於往績紀錄期間參與了提供加工服務，故本集團為其估計應課稅利潤撥
備15.75%之澳門所得補充稅。

根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的指示，本公司已為其設於中國之附屬公司賺取之加工
費撥備增值稅，並已全數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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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之現行稅務規定及規例，本公司於中國之附屬公司賺取之加工費收益適用
之增值稅為17%。

於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之有效稅率一直穩定維持於每年16%。

本集團若干成員之稅務責任

截至一九九九年、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二
年二月二十八日止五個月，本集團分別約96%、98%、98%及98%的銷售額乃由華豐貿易
進行，華豐貿易負責向海外顧客提供布料加工服務，而本集團銷售額的其他部份，則主
要由本集團之布料加工主力華豐針織進行。於往績紀錄期間，華豐貿易並無於中國提供
任何服務，因此華豐貿易無須繳付中國之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華豐貿易於澳門委任一
獨立代理商（「澳門代理商」），以代華豐貿易處理有關加工服務及採購安排的行政工作。
澳門代理商的工作包括接收華豐貿易海外顧客的銷售／加工訂單，並協助華豐貿易向其
供應商訂購消耗品。接到其海外顧客的銷售／加工訂單後，澳門代理商會以華豐貿易的
名義，向華豐針織配發加工訂單。華豐貿易為本集團之全資擁有附屬公司，而華豐針織
為本集團擁有96%權益之附屬公司。華豐貿易和華豐針織有限公司訂立了一加工協議。
一家獨立進出口企業於中國境外負責向華豐貿易之海外顧客交付完成加工貨物。澳門代
理商會以華豐貿易的名義開出發票；而澳門代理商可獲得華豐貿易向其海外顧客開出服
務費發票價值之0.5%的服務費。截至一九九九年、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五個月，本集團向澳門代理商分別支付約
342,000港元、559,000港元、972,000港元及624,000港元之服務費。

華豐貿易並聘用英屬處女群島服務公司以提供品質控制、市場推廣而非預定以及技
術支援服務。英屬處女群島服務公司派遣職員到中國作短期到訪，按一臨時而非預定基
準，向華豐貿易提供服務。

本集團已就現行中國稅務制度下華豐貿易及英屬處女群島服務公司之稅務狀況，徵
詢其中國法律顧問意見。有關法律意見概述如下：(a)由於華豐貿易之加工業務全部由華
豐針織於中國進行，故有關中國稅務責任乃由華豐針織負責，而非華豐貿易負責；及(b)
就英屬處女群島服務公司提供之服務，該等公司無須負責任何中國之稅務責任，有關之
基準為：(i)該等服務乃由職員按臨時基準短期到訪中國作出；(ii)該等公司並無與任何中
國之法定實體或任何中國之個別人士擁有合約性關係；(iii)該等公司並無從中國之法定實
體或任何中國之個別人士收取任何款項；及(iv)根據現行中國稅務法律及規例，概無定明
英屬處女群島服務公司於中國境內提供服務是否須繳稅之明確指引。董事同意中國法律
顧問之意見，認為華豐貿易及英屬處女群島服務公司無須繳付中國所得稅，亦因此無須
負責任何中國稅務事宜，並無須向中國稅務機構提交報稅表。倘中國稅務制度出現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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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由於華豐貿易及英屬處女群島服務公司並無向任何中國有關稅務機構提交報稅表，
本集團可能須為每間公司繳付2,000人民幣至10,000人民幣之罰款。本集團之申報會計師
認為上述本集團所採用基準合理。

本集團亦已就現行澳門稅務制度下華豐貿易之稅務狀況，諮詢其澳門法律顧問。根
據本公司之澳門法律顧問意見，華豐貿易與在澳門之澳門代理商所進行之活動，被視為
一間外國／境外公司及當地公司／個別人士間之商業活動。由於華豐貿易之營運並無涉
及於澳門進行貨物交付及分發、現金交收或支付，故並無特別規定向華豐貿易徵收澳門
所得補充稅。因此，華豐貿易無須於澳門提交報稅表及／或繳交任何稅項，其中（並不
限於）包括所得補充稅、營業稅、入息稅及／或印花稅，而澳門代理商作為於澳門營運
之當地註冊公司／個別人士，則須負責根據澳門法律繳交稅項。

儘管如此，不能排除澳門財政局於評估華豐貿易整體稅務狀況時，可能考慮到若干
因素，包括由澳門代理商接收來自海外顧客之銷售訂單，並視該等因素為華豐貿易於澳
門醞釀成立。就此不明問題，本集團為保守起見，為華豐貿易於其成立日期至二零零二
年二月二十八日止期間所產生之溢利撥備15.75%之澳門所得補充稅。本集團已於二零零
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作出約27,000,000港元之應付稅項累積撥備。申報會
計師認為上述稅項撥備的基準及計算方法合理。

目前，董事及澳門法律顧問有見及華豐貿易無須繳付澳門所得補充稅，故華豐貿易
自其於一九九七年成立後並無向澳門財政局提交報稅表。倘有關澳門稅務之法律制度出
現任何逆轉，由於華豐貿易並無向澳門財政局提交報稅表，本集團可能須繳付最高約
100,000港元罰款。

董事認為，如本集團未來之營運基準並無改變，或影響華豐貿易之澳門稅務法律及
慣例不變，本集團會繼續為華豐貿易所產生之未來經營溢利作出澳門所得補充稅撥備。
有關累績撥備將不會撥回，直至上述之不明問題不再存在為止。

本集團於往績紀錄期間並無與任何稅務機構發生任何稅務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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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自其成立日期起，本公司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年度各年內，本集團之附屬公司華豐貿易向其當時股東分別派付了3,000,000港元、
12,000,000港元及30,000,000港元中期股息。

股息之宣派、派付及金額須受董事酌情規限，且（如有必要）須經本公司股東批准，
並受本集團之收入、財政狀況、現金要求及可動用量、及其他有關因素影響。如董事及
／或本公司決定宣派任何中期及／或末期股息，預計將分別於每年七月及三月左右派付，
而中期股息一般約為全年股息預估總額的三分之一。盈利之餘額將會用於本集團之持續
發展及擴充業務用途。

董事確認，彼等現時並無計劃就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建議任何股息。

營運資金

董事會認為，經計入本集團內部產生資金、目前可動用之銀行融資及發售新股及配
售新股份估計所得款項淨額後，本集團具備足夠營運資金以應付目前所需。

可供分派儲備

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尚無業務運作及投資活動，故於當日並無可供
分派予本公司股東之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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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

千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之經審核合併資產淨值 101,699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四個月份之未經審核除稅
　及少數股東權益後合併純利 28,872

本集團之物業權益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重估後產生之
　盈餘（附註1） 23,392

發售新股及配售新股份估計所得款項淨額 39,000

本集團之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 192,963

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附註2） 30.2港仙

附註：

1. 資料來自載於本售股章程附錄二由獨立專業測量師公司邦盟㶅駿評估有限公司按公開市場價值基準作

出之估值報告。該盈餘將納入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政報表。

2. 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乃作出本節所述調整後計算，基準為緊隨售股建議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應有

640,000,000股已發行股份，惟並無計入因行使任何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之購股權或因行使認股權證附

帶之任何認購權而予以配發及發行之股份、或根據本公司授予董事配發及發行或購回證券之一般性授

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或購回之任何證券。有關該授權請參考本售股章程附錄四內「本公司全體股東於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一節。

無重大逆轉

董事會已確認，自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即本集團最近期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
編製日期）以來，本集團之財務或經營狀況或前景並無重大逆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