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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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TEXWINCA HOLDINGS LIMITED 

德永佳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編號：321) 
網址：http://www.texwinca.com/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texwinca/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業績公告 
 

業績 

德永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與上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7,351,573 7,630,306 

銷售成本  (5,071,441) (5,191,779) 

    

毛利  2,280,132 2,438,527 

    

其他收入及收益  165,516 143,418 

銷售及分銷費用  (1,228,761) (1,312,117) 

行政費用  (723,896) (836,655) 

其他營運費用，淨額  (51,745) (116,239) 

財務費用  (30,392) (68,69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8,838 22,733 

    

除稅前溢利 4 419,692 270,976 

    

稅項 5 (145,733) (101,922) 

    

本年度溢利  273,959 169,054 
 
 
 

*僅供識別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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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歸屬：    

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  274,213 169,054 

非控股權益  (254) — 

    

  273,959 169,054 

    

歸屬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後(港幣仙) 7 19.8 12.2 

    

本年度股息詳情披露於本公告附註6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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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  273,959 169,054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於其後期間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64,666 (204,627)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虧損)，除稅後淨額  264,666 (204,627) 

    

本年度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538,625 (35,573) 

    

歸屬：    

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  538,876 (35,573) 

非控股權益  (251) — 

    

  538,625 (35,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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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46,482 1,144,341 

使用權資產  530,753 617,418 

投資物業  517,995 516,737 

在建工程  28,358 373 

商標  33,293 33,293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7,126 48,288 

預付款項  23,752 17,220 

長期租金按金  93,029 76,14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70,683 74,776 

長期按已攤銷成本的債務工具  45,241 99,247 

遞延稅項資產  39,261 23,630 

    

總非流動資產  2,535,973 2,651,472 

    

流動資產    

存貨  2,388,533 2,102,440 

應收賬款 8 894,881 712,289 

應收票據   262,320 197,307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893,593 817,04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346 56,946 

按已攤銷成本的債務工具  60,653 37,780 

衍生金融資產  1,802 4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00,293 1,737,012 

    

總流動資產  6,204,421 5,660,86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858,693 708,400 

應付票據   2,388 1,47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負債  654,320 526,662 

租賃負債  194,809 203,468 

衍生金融負債  2,527 419 

附息銀行貸款  855,330 1,229,533 

應付稅項  304,338 183,589 

    

總流動負債  2,872,405 2,853,543 

    

流動資產淨額  3,332,016 2,807,31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867,989 5,45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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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負債  14,853 2,236 

租賃負債  346,178 426,064 

遞延稅項負債  107,205 100,276 

    

總非流動負債  468,236 528,576 

    

資產淨額  5,399,753 4,930,213 

    

權益    

歸屬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權益    

已發行股本  69,085 69,085 

儲備  5,192,749 4,861,128 

擬派末期股息  138,170 — 

    

  5,400,004 4,930,213 

非控股權益  (251) — 

    

總權益  5,399,753 4,930,213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要求編製而成。除投資物

業、部份包括在物業、廠房及設備內的樓宇、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衍生金融工具按公

允值計量外，本綜合財務報表乃依照原始成本會計慣例所編製。除另有註明外，本綜合財務報表

乃以港幣(「港幣」)呈列，所有數值均四捨五入至千位數。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用「2018年度財務報告的概念框架」及下列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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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利率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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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19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租金減免（提早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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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財務報告的概念框架」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如下： 

 

(a) 「2018年度財務報告的概念框架」就財務報告和準則制定提供了一整套概念，並為財務報

告編製者制定一致的會計政策提供指引，協助所有人理解和解讀準則。概念框架包括有關

計量和報告財務績效的新章節、有關資產和負債終止確認的新指引，以及有關資產和負債

的經更新定義和確認標準。該等框架亦澄清管理、審慎和衡量不確定性在財務報告中的作

用。概念框架並非準則，其中包含的任何概念均不會淩駕於任何準則中的概念或要求之上。

概念框架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澄清並訂明有關業務的定義之額外指引。修訂澄清若一組

整合活動及資產被視為一項業務，至少必須包含對創造產出的能力共同作出重大貢獻的投

入及實質流程。在並無包含創造產出所需的所有投入及流程的情況，業務亦可存在。修訂

取消對市場參與者能否獲得業務並繼續創造產出的評估，而是關注所獲得的投入及所獲得

的實質流程是否對創造產出的能力共同作出重大貢獻。修訂亦收窄產出的定義範圍，重點

關注向客戶的商品或服務、投資收入或日常經營活動的其他收入。此外，修訂提供指引以

評估所獲得的流程是否屬實質性，並引入可選的公平值集中測試，從而允許對所獲得的一

組經營活動及資產是否不屬於業務進行簡化評估。本集團已就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

發生的交易或其他事件前瞻應用修訂。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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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解決

以替代無風險利率取代現有利率基準之前的期間對財務報告造成的影響的事項。修訂列明

可在以替代無風險利率取代現有利率基準之前的一段不確定時期繼續進行對沖會計處理的

暫時性補救措施。此外，修訂規定公司要向投資者提供有關受該等不確定因素直接影響的

對沖關係之其他資料。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利率對沖關係，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

現並無任何影響。 

 

(d)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為承租人提供一個實際可行的權宜方法以選擇就19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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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適用於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直接後果產生的租金減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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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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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允許提早應用。 

 

  



 

- 7 -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出現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引致業務縮減，出租

人調低或豁免有關本集團承租物業的若干每月租賃付款，而租賃條款並無其他變動。本集

團已於2020年四月一日提早採納修訂，並選擇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

出租人因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授出的所有租金減免不應用租賃修改會計處理。因此，租

金減免港幣25,698,000元產生之租賃付款減少已通過終止確認部分租賃負債 並計入截至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損益而入賬列作可變租賃付款。 

 

(e)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列出有關重大的新定義。新定義訂明如果

遺漏、錯誤表述或模糊不清的資料可合理預期會影響通用目的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者根據

該等財務報表作出之決策，則有關資料屬重大。修訂澄清重大性將取決於資料的性質或程

度，或兩者兼而有之。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3. 營運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所提供產品及服務將業務單位分類，三個可匯報營運分類如下： 

 

(a) 針織布、棉紗及成衣之產銷及整染分類； 

 

(b) 便服及飾物之零售及分銷分類；及 

 

(c) 「其他」分類主要包含提供特許經營服務及物業投資。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的營運分類業績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決定。分類表現乃按經調整

除稅前損益計量的可匯報分類損益予以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損益與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的計量一

致，惟利息收入、非租賃相關之財務費用及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均不計入該計量內。 

 

分類資產不包括定期存款、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及遞延稅項資產，因該等資產乃按集團整體基準管

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附息銀行貸款、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因該等負債乃按集團整體基準管理。 

 

分類間之銷售及轉撥交易之售價乃參照售予第三者之當時市場價格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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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溢利及部份資產、負債及支出資料： 

 

 

針織布、棉紗及成衣 

之產銷及整染 

便服及飾物之 

零售及分銷 其他 對銷 綜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售予外界客戶 4,643,647 4,918,578 2,704,904 2,709,338 3,022 2,390 — — 7,351,573 7,630,306 

分類間之銷售 138,766 53,005 — — 8,361 8,164 (147,127) (61,169) — — 

其他收入 71,821 43,097 33,942 3,169 34,703 37,544 (2,726) (3,981) 137,740 79,829 

           

 4,854,234 5,014,680 2,738,846 2,712,507 46,086 48,098 (149,853) (65,150) 7,489,313 7,710,135 

           

分類業績 566,653 539,526 (199,127) (316,042) 42,918 (1,353) (19,630) — 390,814 222,131 

           

調節：           

利息收入         27,776 63,589 

財務費用(不包括租賃負債利息)        (7,736) (37,47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8,838 22,733 

           

除稅前溢利         419,692 270,976 

稅項         (145,733) (101,922) 

           

本年度溢利         273,959 169,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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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溢利及部份資產、負債及支出資料(續)： 

 

 

針織布、棉紗及成衣 

之產銷及整染 

便服及飾物之 

零售及分銷 其他 對銷 綜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5,731,479 5,309,955 2,694,430 2,597,492 541,330 825,549 (1,435,230) (1,380,226) 7,532,009 7,352,770 

調節：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7,126 48,288 

未分配資產         1,201,259 911,274 

           

總資產         8,740,394 8,312,332 

           

分類負債 1,082,163 859,799 2,040,587 2,017,708 48,894 34,087 (1,097,876) (1,042,873) 2,073,768 1,868,721 

調節：           

未分配負債         1,266,873 1,513,398 

           

總負債         3,340,641 3,382,119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180,554 178,497 283,073 303,127 — — — — 463,627 481,624 

資本性支出* 125,850 75,917 57,386 146,032 — — — — 183,236 221,949 

存貨撇減/(撇減撥回) (52,451) 11,306 50,306 28,134 — — — — (2,145) 39,440 

應收賬款減值 4,397 — 13,687 19,889 — — — — 18,084 19,889 

使用權資產減值 — — 15,004 35,021 — — — — 15,004 35,021 

按已攤銷成本的債務

工具減值 — — 13,211 19,608 — — — — 13,211 19,608 

投資物業公允值    

虧損/(收益)淨額 — — — — (1,258) 36,714 — — (1,258) 36,714 

           
*
 資本性支出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在建工程及分類為使用權資產的租賃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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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域資料 

 

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地域收入及非流動資產資料： 

 

 美國 中國大陸 日本 香港 其他 對銷 綜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外界客戶收入 2,551,595 2,636,804 3,407,964 3,059,365 370,066 758,480 822,151 951,378 199,797 224,279 — — 7,351,573 7,630,306 

               

非流動資產 — — 1,606,087 1,604,266 — — 825,387 908,179 — — (143,715) (134,775) 2,287,759 2,377,670 

 

本集團地域收入及非流動資產資料(不包括長期租金按金、長期按已攤銷成本的債務工具、其他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遞延稅項資產)乃分別根

據巿場及資產之所在地分類。 

 

(c) 主要客戶之資料 

 

本年內，概無單一外界客戶(二零二零年：無)的收入佔本集團的收入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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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6,302 250,180 

使用權資產折舊  227,325 231,44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淨額  2,555 1,737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已按年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二零年：16.5%)提撥準備，

惟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除外，該公司為合資格應用利得稅兩級制的實體。該附屬公司首港幣

2,000,000元的應課稅利潤按 8.25%(二零二零年：8.25%)的稅率繳稅，餘下的應課稅利潤則按

16.5%(二零二零年：16.5%)的稅率繳稅。在其他地區的應課利得稅項，乃根據本集團業務經營所

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 – 香港及中國大陸：    

本年度準備  58,227 90,833 

往年度撥備不足*  95,316 692 

遞延  (7,810) 10,397 

    

本年度稅項合計  145,733 101,922 

 

*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往年度撥備不足結餘中，包括就有關詳列於本公告

附註 10(b)的稅務事項於該年的額外稅項撥備港幣 94,250,000 元。 

 

6. 股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港幣5.0仙(二零二零年：港幣10.0仙)  69,085 138,170 

擬派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港幣10.0仙(二零二零年：無)  138,170 — 

    

  207,255 13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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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歸屬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盈利金額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該年度溢利及於該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1,381,696,104股(二零二零年：1,381,696,104股)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已發行的潛在

可引致攤薄的普通股。 

 

8. 應收賬款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損失撥備港幣 51,472,000 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33,388,000元)

後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0日內  846,068 670,617 

90日以上  48,813 41,672 

    

  894,881 712,289 

 

本集團客戶主要賬期由「先款後貨」至「發票日起的 90天」，其中有重大部份是以信用狀與本

集團進行交易。本集團對應收款項實施一套嚴謹監察制度以管理信貸風險。由於本集團應收賬

款包括眾多客戶，因此並無重大的信貸集中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

品或其他提升信用之保障。 

 

9.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0日內  769,962 690,687 

90日以上  88,731 17,713 

    

  858,693 708,400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為非附息及一般為90天的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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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或有負債 

 

(a) 於報告期末，以下或有負債未於財務報表中撥備：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代替租用物業按金之銀行擔保   4,115 4,892 

 

(b) 香港稅務局(「稅局」)向本集團部份附屬公司提出就二零零五╱二零零六至二零一六╱二零

一七課稅年度的稅務事項進行覆核。 

 

 稅局向本集團部份附屬公司發出的保障性稅務評估詳情： 

 

保障性稅務評估 已購買儲稅券 

金額 

港幣千元 

有關課稅年度 發出年份/月份 應繳稅額 

港幣千元 

二零零五/二零零六 二零一二年三月 69,125 4,500 

二零零六/二零零七 二零一三年三月 189,000 31,500 

二零零七/二零零八 二零一四年三月 388,878 34,000 

二零零八/二零零九 二零一五年三月 376,200 38,000 

二零零九/二零一零 二零一六年三月 323,648 38,000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 二零一七年一月 237,600 50,000 

二零一一/二零一二 二零一八年一月 183,745 7,090 

二零一二/二零一三 二零一八年四月及

二零一九年一月 175,049 46,069 

二零一三/二零一四 二零一八年四月及

二零二零年一月 502,200 166,320 

二零一四/二零一五 二零一八年四月及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250,680 82,500 

二零一五/二零一六 二零一八年四月 230,400 71,710 

二零一六/二零一七 二零一八年四月 129,628 49,808 

合計 3,056,153 619,497 

 

 該等附屬公司董事相信有充份理據就追討的稅款提出反對。於提出反對後，稅局同意暫緩

所徵的全部稅款，惟必須購買儲稅券。 

 

 由於稅務覆核仍在進行中，這事件的結果仍然不明朗。截至本公告核准日，本公司董事認

為本財務報表中之稅項撥備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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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10.0仙(二零二零年：無)，連同於二零二一年一月派發之中

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5.0 仙(二零二零年：港幣 10.0 仙)計算，合共股息為每股普通股港幣 15.0仙(二

零二零年：港幣 10.0 仙)。如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則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將於

二零二一年十月六日星期三派發予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一年八月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星期四(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便釐定擁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本

公司股份之過戶登記，及不會分配和發行股份。如欲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所

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

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4 樓，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三(首尾兩日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便釐定擁有獲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擬派末期股

息之權利。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之過戶登記，及不會分配和發行股份。如欲符合獲派截至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擬派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

一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4樓，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未來發展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財政年度，本集團之總收入減少 3.6%至港幣 7,352 百萬元(二零二

零年：港幣 7,630 百萬元)。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本年度溢利為港幣 274 百萬元(二零二零年：

港幣 169 百萬元)，增長 62.1%。本集團之毛利率為 31.0%(二零二零年：32.0%)，較去年輕微下跌 1.0

個百份點。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10.0 仙(二零二零年：無)。連同中期股息，每普通股股息全

年總額為港幣 15.0 仙(二零二零年：港幣 10.0 仙)，較去年上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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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務 

紡織業務之營業額下跌 5.6%至港幣 4,644 百萬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4,919 百萬元)。此數目為本集團

總營業額之 63.2%(二零二零年：64.5%)。受 19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影響，經營環境在第一季極其困難。

生產設施短暫停運而因全球經濟放緩令訂單下跌。中美緊張局勢持續影響了中國棉料之供應。原料價

格在期內一般較為波動。由第二季開始，經營表現較為有利。年內，收入下跌 5.6%而毛利率上升 0.6

百份點。此業務之表現及主要財務比率現列於下： 

 

(以港幣百萬元為單位， 

除特別註明外)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銷售淨額 4,644 4,919 4,759 4,535 3,807 

毛利率(%) 23.8 23.2 18.3 15.9 16.9 

營業利潤(附註1) 567 540 354 241 350 

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附註1) 771 770 526 410 518 

總資產收益率(%)(附註2) 6.1 6.9 4.2 1.9 4.9 

銷售收益率(%)(附註2) 9.2 8.9 5.9 2.9 10.2 

權益收益率(%)(附註2) 9.1 10.8 6.8 3.0 8.4 

資本性支出 126 76 160 162 143 

 

附註： (1)不包括利息收入及租金收入。 

 (2)不包括租金收入。 

 

零售及分銷業務 

此業務銷售淨額為港幣2,705百萬元(二零二零年：港幣2,709百萬元)。此數目為本集團總營業額之

36.8%(二零二零年：35.5%)。由年度開始，疫情嚴重傷害了環球經濟及消費信心。封城、社區隔離措

施及零售業務短暫停頓壓縮了本集團店舖營業時間。其後在下半年封鎖措施放緩，營業額開始上升。

此業務之表現及主要財務比率現列於下： 

 

(a) 業務表現及主要財務比率現列如下︰ 

 

(以港幣百萬元為單位， 

除特別註明外)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銷售淨額  2,705 2,709 3,448 3,989 4,044 

毛利率(%)  44.1 47.5 50.1 47.4 45.5 

可比店舖銷售增長比率(%)(附註1) (8.4) (17.1) (12.8) (6.9) (7.8) 

營業利潤/(虧損)(附註2)  (199) (316) (110) 14 (96) 

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附註2) 108 3 (24) 102 (11) 

總資產收益率(%)(附註3)  (6.9) (11.1) (4.3) 0.4 (4.8) 

銷售收益率(%)(附註3)  (6.8) (10.6) (2.9) 0.2 (2.3) 

權益收益率(%)(附註3)  (29.6) (53.4) (8.8) 0.7 (15.9) 

資本性支出  57 146 76 9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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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可比店舖指於該年及其前一年均有全年營運的店舖。 

 (2)不包括利息收入及租金收入。 

 (3)不包括租金收入。 

 

(b) 按主要品牌銷售分析如下︰ 

 

(港幣百萬元)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班尼路 2,525 2,484 3,073 3,274 3,144 

其他 180 225 375 715 900 

合計 2,705 2,709 3,448 3,989 4,044 

 

(c) 各地市場發展情況如下︰ 

 

中國大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銷售淨額(港幣百萬元) 2,184 2,085 2,767 3,414 3,476 

銷售淨額之減少(%) 5 (25) (19) (2) (13) 

零售樓面面積(平方呎)
*#

 1,867,355 1,690,117 1,626,047 1,781,314 1,723,190 

營業員數目*#
 3,919 3,446 4,182 4,946 5,493 

門市數目*△
 2,026 1,838 2,183 2,499 2,326 

      

 

香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銷售淨額(港幣百萬元) 521 624 681 575 568 

銷售淨額之增加/(減少)(%) (17) (8) 18 1 (2) 

零售樓面面積(平方呎)
*#

 96,516 90,281 87,752 79,822 65,515 

營業員數目*#
 377 288 571 484 385 

門市數目*#
 88 83 78 73 60 

 

*  於報告期末 

# 自營店 

△ 包括自營店、聯銷店及特許經營店 

 

財務狀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繼續維持良好的財務狀況。於本年末，流動比率、銀行貸款總額及資本負債比率分別為2.2倍、

港幣855百萬元及-0.2倍(二零二零年：2.0倍、港幣1,230百萬元及-0.1倍)。本年內銀行貸款下跌，主要

由於本集團繼續以經營所得的現金流入及銀行存款償還銀行貸款。資本負債比率乃指扣除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的總附息債務除以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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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利息保障比率、應收賬款及票據比營業額周轉天數及存貨比營業額周轉天數分別為15倍、58

天及119天(二零二零年：5倍、44天及101天)。於本年，利息保障比率較去年上升，主要由於本年度

較去年度除稅前溢利上升及財務費用下降。本集團主要以經營所得現金流入及銀行貸款滿足其營運資

金的需求。於本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權益及未動用銀行信貸額分別

為港幣1,700百萬元、港幣5,400百萬元及港幣5,910百萬元(二零二零年：港幣1,737百萬元、港幣4,930

百萬元及港幣5,491百萬元)。 

 

資本性支出 

本集團於本年內資本性支出為港幣183百萬元(二零二零年：港幣222百萬元)。紡織及成衣業務本年資

本性支出為港幣126百萬元(二零二零年：港幣76百萬元)，其中港幣97百萬元用作染、織及成衣業務

的廠房及機器設備的添置；港幣29百萬元則用於煤改氣工程。零售及分銷業務方面，本年的資本性支

出為港幣57百萬元(二零二零年：港幣146百萬元)，主要用於添置零售店舖的租賃改良(二零二零年：

港幣55百萬元用於零售店舖的租賃改良，港幣91百萬元用作於香港購置辦公室物業)。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重大資產已作抵押。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或有負債明細已載於本公告附註10內。 

 

匯兌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維持嚴格及審慎政策管理其利率與匯率風險。本集團主要附息銀行貸款為定息或浮息的港元、

美元及人民幣貸款，並於一年內(二零二零年：一年內)到期。於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按已攤銷

成本的債務工具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主要為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現金及銀行結餘為存於

有良好基礎的金融機構作一年內(二零二零年：一年內)到期的固定利率定期存款。按已攤銷成本的債

務工具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主要乃固定息率投資，到期日為四年內或永續(二零二零年：

六年內或永續)。隨着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受控，經濟活動繼續加速。預期美元利率於更長一段時

間仍保持於低水平以支持經濟復甦。本集團將繼續監察利率風險，並於合適時間安排財務工具以減低

該風險。 

 

於本年內，本集團主要資產、負債、收入、支出及採購皆為港元、美元、人民幣及日元(二零二零年：

港元、美元、人民幣、日元及新台幣)，本集團 已安排遠期外匯合約以減低其匯率風險。 

 

人力資源 

 

於本年末，本集團約有僱員12,536人(二零二零年：11,589人)於大中華。員工薪酬之釐定主要基於行

業之情況及員工個人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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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公民，本集團一向熱心參與慈善公益事務、關心有需要的人士、支持及贊助教

育及環保活動。此外，我們亦鼓勵員工、客戶及商業夥伴共同參與上述活動，為社會創造一個更好的

未來。 

 

於年內，部份本集團曾參與/捐助或贊助的活動/團體包括： 

 

(1)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 

(2) 香港公益金「公益愛牙日」； 

(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4)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商界展關懷」； 

(5)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生態保衛賽2020」；及 

(6) 香港紅十字會「小紅星獎勵計劃2020-2021」。 

 

本集團相信為社會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有賴市民、企業及政府的參與。因此，我們將繼續不斷投入

資源於主要社會、教育及環保活動，為社會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而努力。 

 

展望 

 

展望將來，來年仍充滿挑戰性。現時，病毒在世界許多地方仍未受控。疫苗之發展對全球經濟復甦產

生了正面之希望。然而，經濟之全面回復步伐仍難以預計。本集團將繼續專注維持强勁之現金流以迎

接最終之經濟復甦。同時，本集團仍繼續其發展計劃以提升業務市場佔有率。最近，本集團已決定在

中國河南設立一全新製衣廠以提升產能及擴展垂直供應鏈。本集團預料未來數年市場整固仍將持續。

管理層亦正研究在東南亞設立一新紡織廠以分散業務比重。 

 

雖然業務環境波動，本集團對業務前境仍然樂觀。管理層將緊密監察市場情況以部署適當措施。 

  

購入、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入、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上巿規則第 3.21 條，成立一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本公司

之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羅仲年先生、區燊耀先生及鄭樹榮先生。羅仲年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

席，並擁有專業會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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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備有明確之條文及職責細則作指引。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核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

報告及內部監控制度。於本年度內，審核委員會已進行過五次會議，檢討集團之內部監控制度及財務

報告事宜，並向董事會提出意見。於本年度，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及與管理層討論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 

 

委員會同時已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舉行會議，並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之全年

業績。 

 

企業管治 

 

按董事的意見，本公司於本財政年度一直符合上巿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所有守則條文，惟下列條文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E.1.2條規定董事會之主席須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會主席將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職務委任本公司一位執行董事。主席認為該執行董事是合適人

選，因該執行董事對本集團各營運分類也十分瞭解。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於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本公司曾特地向各董事查

詢，各董事皆確認於本年內，彼等已遵循標準守則之規定標準。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

全面收入表及相關附註的數字，已獲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同意，該等數字乃與本集團本年

度綜合財務報表草稿所列數字一致。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所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所進行的核證業務，因此安永會計師

事務所並未就本初步公告作出任何核證。 

 

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潘彬澤先生、丁傑忠先生及潘浩德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區燊耀先生、鄭樹榮先生及羅仲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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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公佈的詳細資料 

 

本公司之二零二零/二零二一年度年報將儘快寄予本公司股東，並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最新上巿公司公告」一欄及本公司網站 (www.texwinca.com)「投資者關係」一

欄供閱覽。 

 

代表董事會 

執行主席 

潘彬澤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http://www.texwinc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