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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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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verman Holdings Limited
銀 仕 來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16）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 收入約人民幣347.2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318.3百萬元上升9.1%。

. 毛利率約18.6%，較去年同期的15.5%增加約3.1個百分基點。

.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較去年同期上升約人民幣15.4百萬元，至約

人民幣64.7百萬元，上升約31.2%。

.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股東的本期溢利約為人民幣 5.3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 7.9百萬

元下降約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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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仕來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內」）未經審核之合併中期業績及二零一

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及相關附註如下。本合併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但經由本集團審核委員

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合併收益表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 2015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347,190 318,271
銷售及服務成本 (282,501) (268,981)

毛利 64,689 49,290

其他收益淨額 4 1,347 4,962
分銷成本 (7,199) (6,764)
行政開支 (42,804) (29,101)

經營溢利 16,033 18,387

融資收入 5 (a) 687 1,296
融資成本 5 (a) (9,029) (9,732)
應佔聯營公司淨虧損 (1,234) —

除稅前溢利 6,457 9,951

所得稅 6 (1,152) (2,098)

期內溢利 5,305 7,853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7
基本及攤薄 0.0055 0.0098

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詳情已刊載於附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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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收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5,305 7,853

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稅項及重分類調整後）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海外附屬公司貨幣折算差額 399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399 —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股東的期內總全面收益 5,704 7,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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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477,255 488,066
經營租賃項下的自用租賃土地權益 8 62,972 55,843

540,227 543,909
無形資產 5,241 6,974
商譽 437,290 437,29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6,059 7,293
於權益證券的投資 1,100 1,100
其他應收款項 9 4,150 2,215
遞延所得稅資產 — 296

994,067 999,077

流動資產

存貨 129,209 147,905
電視劇 84,536 50,69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11,259 153,722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 17,201 11,31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 121,719 113,331

563,924 476,96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225,101 184,537
承兌票據 — 167,556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235,000 204,500
融資租賃項下的負債 12,300 16,942
即期稅項 13,896 13,115

486,297 586,650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77,627 (109,68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71,694 88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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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6月30日—未經審核（續）
（以人民幣列示）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項下的負債 — 3,850

資產淨值 1,071,694 885,540

權益

股本 13 (b) 66,559 60,785
儲備 1,005,135 824,755

權益合計 1,071,694 88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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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法定

盈餘儲備 其他儲備 留存盈利 權益合計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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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 2015年 1月 1日 50 ,577 74,447 (909) — 56 ,493 119 ,359 301,467 601,434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

止六個月

的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 7,853 7 ,853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7,853 7 ,853

批准的上年度股息 13 (a ) — — — — — — (7 ,600) (7 ,600)

於 2015年 6月 30日 50 ,577 74,447 (909) — 56 ,493 119 ,359 301,720 601,687

於 2016年 1月 1日 60 ,785 348,608 (909) — 57 ,599 119 ,359 300,098 885,540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
止六個月

的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 5,305 5 ,305
其他全面收益 — — — 399 — — — 39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399 — — 5,305 5 ,704

股份發行 13 (b) 5 ,774 174,676 — — — — — 180,450

於 2016年 6月 30日 66 ,559 523,284 (909) 399 57 ,599 119 ,359 305,403 1 ,071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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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 2015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 11,530 90,135
已支付的所得稅費用 (75) —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11,455 90,135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和設備 (32,536) (16,010)
其他與投資活動相關的現金流 (604) (91,465)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33,140) (107,475)

融資活動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180,450 —

償還承兌票據 (168,916) —

其他與融資活動相關的現金流 17,969 28,079

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29,503 28,07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增加淨額 7,818 10,739
於1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 113,331 122,356
匯率變動的影響 570 —

於6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 121,719 13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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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附註

（以人民幣列示除非特別註明）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有關財務披露之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委

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於 2016年 8月 22日獲核准發

布。

本中期財務報表按照用以編製2015年年度財務報告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會於 2016年年度財務報

告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的所有變動的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的財務報告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此等判斷、估計及假設

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採用及資產與負債及年度累計收入與支出的呈報總額。估計結果與實質價值可能存在

差異。

本中期財務報表包括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及選定的解釋附註。這些附註闡述了自 2015年年度財務報告刊發

以來，對瞭解本集團財務狀況的變動和業績表現相當重要的事件和交易。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和其

中附註並未載所有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要求編製完整財務報告所需的一切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以下各項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並為本集團於本半年度採納。其中，

以下修訂與本集團相關。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2–2014週期年度改進

.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列報的修訂「披露動議」

本集團並未採用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2–2014週期年度改進

本周期年度改進包括對四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其中，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修訂後

明確規定，在中期財務報告其他位置列報的信息，應以交叉索引的形式從中期財務報表索引至中期財務

報告的其他位置，使用者可在與中期財務報表的相同時間並以相同條件獲得此類信息。由於本集團沒有

被要求披露中期財務報表以外的相關信息，這些修訂不會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的列報和披露產生重

大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列報的修訂「披露動議」

對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財務報表列報進行了小幅修訂。這些修訂不會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的列報和

披露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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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集團綜合考慮業務種類（產品與服務）和地理位置，以部門管理其業務。與目的為資源配置及業績考核

的資訊向本集團高級管理層進行內部彙報的方式一致，本集團分為下列兩個報告分部。並無經營分部被

整合以形成下述報告分部。

(i)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其目的為資源配置及業績考核的資訊向本集團高級管理層進行內部匯報的分部報告相關資訊列示如

下：

紡織 電視劇 總計

截至 6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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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316,289 318,271 30,901 — 347,190 318,271

分部間收入 — — — — — —

報告分部收入 316,289 318,271 30,901 — 347,190 318,271

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

（經調整之除稅前溢利） (4,072) 10,559 12,896 — 8,824 10,559

於 6月 30日╱ 12月 31日
報告分部資產 951,221 944,260 581,551 528,951 1,532,772 1,473,211

報告分部負債 345,489 493,447 137,630 96,850 483,119 590,297

報告分部之溢利或虧損以經調整之除稅前溢利釐定。為獲取經調整之除稅前溢利，本集團對無法歸

屬於個別分部的溢利進一步調整，如董事之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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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ii) 報告分部損益之調節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損益

可報告分部總溢利 8,824 10,559

撇除分部間損益 — —

來自集團外部客戶之可報告分部溢利 8,824 10,559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開支（淨額） (2,367) (608)

合併除稅前溢利 6,457 9,951

4 其他損益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原材料及廢料收益淨額 2,793 203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損失淨額 (2,384) —

短期投資及衍生金融工具收益淨額 478 1,958

政府補貼 454 2,826

其他 6 (25)

1,347 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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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

(a) 融資收入及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22) (892)

結算或換算外幣貨幣性項目產生的匯兌收益 (365) (404)

(687) (1,296)

融資成本

借款利息 6,163 7,260

減：資本化為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利息* (196) (392)

利息開支 5,967 6,868

融資租賃項下負債的融資費用 546 1,539

匯兌虧損 1,690 991

其他融資費用 826 334

9,029 9,732

*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借款成本的資本化率為 4.61%每年（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

月：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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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續）

(b) 其他項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攤銷

—租賃土地 649 550
—無形資產 1,768 16

折舊 28,837 30,681

經營租賃費用：最低租賃給付 1,990 —

應收賬款減值準備 400 1,700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準備撥回 (340) (2,110)

6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856 2,126

遞延稅項 296 (28)

1,152 2,098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納該等司法權區的任何所得稅。

(ii) 本集團的香港附屬公司，作為投資控股公司，並無產生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收入。截至 2016年及

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香港的利得稅稅率為16.5%。於香港注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毋須就派付股息

繳納預扣稅。

(iii)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適用所得稅稅率為25%（ 2015：25%）。

(iv) 根據新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中國非居民企業投資者就自2008年1月1日起賺取的溢利而應收中國居民

企業的股息須按 10%的稅率繳納預提所得稅，除非因稅務條約或安排獲減免，則屬例外。銀仕來

（香港）有限公司，匯銀（香港）有限公司及星宏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的香港附屬公司）須就應收彼

等中國附屬公司的股息繳納中國股息預提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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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續）

(v) 根據新疆霍爾果斯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成立於新疆霍爾果斯的附屬公司霍爾果斯星宏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其主營製作和發行電視劇，享受自取得第一筆收入所屬納稅年度起，為期五年的企業所得

稅免稅期。2016年為第一個免稅年度。

7 每股盈利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是根據歸屬於本公司權益股東的本期溢利人民幣

5,305,000元（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 :人民幣 7,853,000元）及本期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968,778,804股（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 800,000,000股）計算。

截至2016年6月30日和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潛在可攤薄股份，因此基本及攤薄每股

盈利並無差別。

8 物業、廠房、設備及經營租賃項下的自用租賃土地權益

截至 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價值人民幣 20,642,000元（截至2015年 6

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 :人民幣 8,661,000元）和經營租賃項下的租賃土地權益價值人民幣 7,778,000元（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 100,000元）。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處置物

業、廠房及設備淨值人民幣 2,616,000元（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零元），產生處置損

失人民幣2,384,000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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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如果收入日期較早，則為收入確認日期）並扣除呆賬撥備，應收貿易賬款和

應收票據（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中）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105,888 90,105

逾期少於3個月 5,366 185

逾期3至6個月 250 729

逾期6至12個月 — 8,383

逾期1年 6,800 —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經扣除呆賬撥備） 118,304 99,402

預付原材料採購款 32,162 22,429

預付物業、廠房及設備採購款 1,033 2,153

與電視劇有關的預付款項 470 640

向第三方墊款 30,393 3,16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0,718 3,689

待攤費用 1,324 2,893

可抵扣增值稅 9,671 16,145

其他 11,334 5,421

215,409 155,937

預計將於一年以後收回或確認為費用的其他應收款項 (4,150) (2,215)

預計將於一年以內收回或確認為費用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11,259 153,722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自發票日期起1至6個月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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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發行商業票據及銀行承兌匯票的保證金 15,851 11,315

銀行貸款保證金 1,350 —

17,201 11,315

1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 121,637 113,200

現金 82 131

121,719 113,331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貿易賬款和應付票據（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付款中）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到期或需按要求償還 42,930 39,168

3個月後但6個月內到期 7,280 2,263

6個月後但12個月內到期 9,585 1,918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59,795 43,349

預收賬款 42,450 26,463

應計費用 12,266 8,989

應交除所得稅以外的稅金 13,087 13,895

與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的應付款項 10,545 15,750

從第三方預支款項 63,732 63,732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710 —

其他 21,516 12,359

225,101 18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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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本及股息

(a) 股息

(i) 本中期權益股東應佔股息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本中期結束後宣派的股息，每股人民幣零元

（ 2015：人民幣零元） — —

(ii) 於本期批准及派付的以前財政年度權益股東應佔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上一個財政年度的股息，於本中期批准及派付，

每普通股人民幣零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0.0095元） — 7,600

(b) 股本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美元的普通股 10,000,000,000 632,110 10,000,000,000 632,110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1月1日 957,644,656 60,785 800,000,000 50,577

股份發行（附註） 88,105,000 5,774 157,644,656 10,208

於6月30日及12月31日 1,045,749,656 66,559 957,644,656 60,785

附註： 根據本公司與國泰君安簽訂的配售協定，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七日以每股港幣 2.50元

之配 售 價 配 發 及 發 行 每 股 面 值 美 元 0 . 01 元之新 股 88 , 105 , 0 00 股 。 淨 配 售 款 項 約 港 幣

213,654,000元（相當於約人民幣180,4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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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擔

(a) 於2016年6月30日及2015年12月31日，在中期財務報告中未計提的資本承擔列示如下：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558 2,744
—購買與電視劇製作有關的服務 4,910 1,000

9,468 3,744

(b) 於2016年6月30日及2015年12月31日，不可撤銷經營租賃項下之未來最小租賃給付額如下：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以內 2,153 136

1–5年 — 92

2,153 228

15 或有負債

於 2016年 6月 30日，本公司的某些附屬公司為一法律程序的被告。法律程序的原告人指稱，本公司的某

一附屬公司之部份股權（其過往一直由原告人現時擁有的公司持有）被錯誤地轉讓予本集團。根據現時可

得資料，董事會預期該法律程序的結果不會對本集團之中期財務報告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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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重大關聯方交易

(a) 關鍵管理人員薪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2,406 845

退休福利 70 18

2,476 863

(b) 關聯方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服務收入 7,841 —

(c) 與關聯方餘額

截至2016年6月30日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關聯方交易餘額如下：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0,718 3,689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710) —

(i) 與聯營公司之未償餘額為無抵押，無利息及無固定償還期限。

(ii) 本集團沒有對應收聯營公司款項計提呆壞賬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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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回顧

二零一六年是中國「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中國繼承、發展歷史改革方針、路線，
進一步推進深化改革，鞏固改革成果的攻堅之年，擁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二零一六年

內，擴內需、調結構、保增長，多項措施並舉。如今二零一六年已經過半，各項改革措施

穩步推進成果初顯。中國經濟在總體運行維持平穩增長的基礎之上，各行業積極調整、應

對，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與適應性。

隨著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國民經濟各項指標取得顯著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取得長足的成

就與發展。在大眾物質生活水平取得提高的同時，大眾消費從最初的滿足溫飽到轉而開始

追求更高的消費水平，即對精神文化的追求，與之相對應的電影、電視劇等影視傳媒行業

近年來持續保持較快增長趨勢。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中國電影市場增長迅速，全國電影市場票房收入達到人民幣240億元，
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數據增長 22%，增長趨勢明顯；全國電影市場觀影人次累計 710百萬人

次，較去年同期數據 540百萬人次，增長 31%，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之勢（數據取自Wind周數

據）。電視劇市場經過10餘年的高速發展，在總體產量保持穩定增長的同時，為滿足觀眾多

樣化審美的需求及觀眾欣賞水平的提高，電視劇類型亦逐漸趨於多樣化，精品化，呈現愈

加繁榮之勢。二零一六年隨著現象級電視劇的持續熱播，在掀起了電視劇收視市場新一輪

火爆局面的同時，亦帶動了電視劇市場的新一輪投資熱潮。此外，以網絡劇為代表的新興

電視劇製作發行渠道，在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進一步異軍突起。網劇以年輕、活潑為主要特

點，準確切中目標用戶需求，不僅涵蓋傳統電視劇的主要題材，同時還包括穿越、真人選

秀、職場、懸疑等充滿吸引力的內容 ,成為傳統影視劇的有力補充。資本市場對影視傳媒行

業的熱度也持續不減。據Wind數據統計，二零一六年以來，電影娛樂類上市公司的並購案

例共計 45起，涉及金額高達人民幣 609億元，同比增長 183%，充分反映了資本市場對影視

傳媒行業持續看好（數據截至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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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傳媒行業以持續迅速增長的用戶需求為發展基礎，以充分市場化的行業發展為背景，
同時進一步受到資本的熱切關注與助力，行業發展環境持續優化、改善。在此背景之下，
贏得票房與口碑雙豐收的精品佳作亦不斷涌現，行業整體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勢。

行業發展不斷向好，且在可預見的將來，發展勢頭不減。

相對影視行業的持續增長態勢，紡織行業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進入調整期。紡織服裝行

業作為傳統行業面臨著產業鏈中上游產能過剩、污染大，生產成本高；下游服裝企業庫存

積壓嚴重、競爭激勵、山寨成風的問題。急需通過改革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面臨著

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等一系列調整措施。受此影響，短期內行業整體發展空間依然有

限。

外貿出口方面，作為紡織品最大貿易國，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很大程度上受限於世界經濟形

勢的發展。然而，目前全球經濟復蘇放緩，且短期內很難有較大改善，這將嚴重影響我國

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勞動力成本和生產效率等是產業轉

移的重要驅動因素之一。紡織行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巨大的人口紅利不斷喪失、

廉價的勞工成本優勢漸趨減弱，因此紡織產業出現了由中國向周邊越南、馬來西亞、印度

等國家同步轉移的趨勢。

受諸多不利因素影響，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我國紡織服裝累計出口人民幣 8,029億元，同比

僅增長了 2.1%，雖然與二零一五年同期同比數據負 4.9%相比有所恢復，但當前嚴峻複雜的

外貿形勢使中國紡織行業出口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出口整體弱勢格局並未發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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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確立整體戰略以及業務板塊的轉型調整，並於期內

全面展開轉型發展的規劃及部署。目前，本集團核心業務已經整合聚焦為兩大板塊，即影

視內容製作業務以及傳統紡織業務。整體而言，二零一六上半年本集團兩大業務板塊呈現

強弱分化趨勢。受紡織行業持續低迷影響，本集團傳統紡織業務仍舊疲軟，影視板塊則表

現出良好的潛力和勢頭。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稅前溢利約為人民幣 6.5百萬元，比去年同期稅前溢利減少約 35.1%，
主要是由於紡織板塊上半年出現虧損所致。影視板塊對本集團的稅前溢利貢獻約為人民幣

12.9百萬元，然而紡織業務板塊則發生稅前虧損人民幣 4.1百萬元。本集團自整合影視業務

的半年內，即實現影視業務利潤較紡織業務的反超，充分體現了本集團對進軍影視傳媒行

業的正確戰略布局，及對影視傳媒板塊業務的正確管理。

1、 影視業務方面

自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末完成對Solid Will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的收購，影視傳媒工作

進展順利。各項拍攝、製作事項以及籌拍計劃穩步進行中。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影視傳媒板塊工作主要成果如下：

抗戰史詩劇《東方戰場》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江蘇衛視、湖北衛視及騰訊視

頻網站同步播出。《東方戰場》是本集團製作、發行的國內首部全景式展現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的史詩大劇。該劇獲得包括「首屆劇本創作獎」、「優秀劇目暨劇本扶持項目一類

大獎」等多項殊榮。播出後亦在江蘇、湖北兩家衛視及騰訊視頻網站及國內主要相關媒

體取得矚目收視業績與熱烈反響。

歷史故事劇《喬家大院 2》已於六月下旬完成殺青。該劇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六日開始拍

攝，歷經三個餘月的緊張拍攝工作，目前已正式殺青，進入後期製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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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取得都市情感劇《領養》及歷史題材劇《最後的國門》的發行許可證，發行工作同

步進行中，下半年有望首播。

2、 紡織業務方面

受世界經濟形勢放緩導致出口萎縮，東南亞等新興紡織市場競爭壓力及國內產業經濟

結構調整，產業重心轉移等不利因素的影響，儘管本集團紡織業務立足自身特點，歷

盡所能挖掘技術創新優勢，進一步發揮差異化產品定位，提高產品附加值及銷售量，
但由於紡織行業整體經濟形勢不景氣，產品售價仍出現下滑，毛利率水平下降，在各

種不利因素的影響下，紡織業務最終出現虧損。

二零一六年五月，本集團與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東華大學共同承擔的「褶襇面料機織

整體成形關鍵技術研究及產業化」項目通過專家鑒定，總體技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顯

示出本集團在產品開發方面已經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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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毛利及毛利率

下表列示截至二零一六年和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紡織業務與影視業務

之收入、毛利和毛利率的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收入 毛利 毛利率 收入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紡織業務 316,289 42,024 13.3% 318,271 49,290 15.5%
影視業務 30,901 22,665 73.3% — — —

合計 347,190 64,689 18.6% 318,271 49,290 15.5%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總體毛利率自去年同期的約 15.5%增加至

約 18.6%，同比增加約 3.1個百分基點。本集團的總體毛利率上升主要是由於影視業務行業

整體毛利率水平較高。

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銷成本增加約人民幣 0.4百萬元，從去年同

期約人民幣 6.8百萬元到約人民幣 7.2百萬元，分銷成本增加主要是因為去年年底增加的影

視業務所對應的分銷成本的增加。紡織業務的分銷成本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 42.8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約人民幣 29.1百萬元，增加約47.1%。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底並購了影

視板塊，相應增加了行政開支，同時紡織板塊人員成本有所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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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融資成本

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淨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8.3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融資成本約人民幣 9.0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 9.7百萬元減少約

人民幣 0.7百萬元，主要是融資租賃款減少導致利息支出減少所致；融資收入約人民幣 0.7
百萬元，比去年同期約人民幣 1.3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0.6百萬元，主要是二零一六年本集

團的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稅項

本集團的稅項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 2.1百萬元減少至回顧期內的約人民幣 1.2百
萬元。主要是由於在回顧期內紡織業務應稅利潤減少及傳媒板塊因享受國家企業所得稅優

惠政策應繳稅金相對較低所致。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本期溢利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5.3百萬元，較二零

一五年同期的人民幣 7.9百萬元減少約 32.4%，本期溢利相較去年同期下降，儘管影視業務

分部本期為本集團創貢獻稅前溢利約人民幣 12.9百萬元，但由於紡織行業不景氣造成銷售

單價下降及收入下降，導致紡織業務分部出現虧損約人民幣4.1百萬元，從而造成本集團本

期溢利下降。

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人民幣 121.7百萬元，相比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113.3百萬元增加約7.4%。這主要

是由於本期配售股份所得資金所致。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幣持有，其中持

有的人民幣約94.7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99.4百萬元），約佔總額的

77.8%（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7.7%）。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 11.5百
萬元，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 33.1百萬元，融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約為人民

幣 29.5百萬元。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約人民幣 8.4百萬元。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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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本集團將保持良好穩健的財務狀況，並將持有充足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以應付業

務所需。

對於一些與本集團建立了長期業務關係，且結算歷史和信譽良好的客戶，在採購或加工訂

單付款條款上，本集團可以免除訂金要求並給予他們一般介乎30至180天的信貸期。信貸期

的長短取決於各種因素，如客戶的財力、業務規模以及結算歷史等。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平均應收賬款（包括應收票據）周轉期約為 58天，與去年同期的

38天比較有所上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影視業務的平均回款周期較長所致。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存貨周轉期為91天，與去年同期相同。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定期貸款（包括融資租賃項下的負債）約人民幣247.3百萬

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89.5百萬元），其固定年利率為 4.4%至 5.1%（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利率： 4.4%至 5.1%）。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浮

息貸款（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5.8百萬元，其浮動年利率為4.9%至6.2%）

資本架構

本集團持續重視股本和負債組合，確保最佳的資本架構以減低資金成本。於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主要是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項下的負債合計約人民幣 247.3百萬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392.8百萬元，包括承兌票據）。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人民幣 121.7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人民幣 113.3百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約為 11.7%（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約為 31.6%）。資產負債比率等於負債總額（即扣除現金及現

金等值項目後的承兌票據附息銀行借貸，其他借款及融資租賃項下的負債）除以權益總

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債務將於一年內到期的金額為人民幣247.3百萬元。

資本承擔

除上述附註 14所披露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資本承擔（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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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 2,595名員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77
人；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2,799人）。與去年同期相比，員工人數減少主要是本集團根

據企業經營狀況減員增效所致。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薪金及其他津貼））
約為人民幣55.9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56.3百萬元），員工成本減少主要由於企

業根據經營狀況減員增效及管理人員降低工資所致。

本集團繼續加強員工培訓提升員工技能。同時，通過崗位合併、流程重組，以及改善員工

工作、生活條件等方式，提高員工勞動效率和平均收入。本集團員工的酬金是根據他們的

表現、經驗及當時行業內慣例釐訂，而本集團的管理層也會定期檢討薪酬政策及細節。此

外，亦會根據表現評估而給予花紅及獎金，以鼓勵及推動員工有更佳的表現。在二零一六

年，本集團將根據不同崗位的技能要求，繼續對員工提供相應的培訓，如安全培訓、技能

培訓等。

外匯風險

本集團採取嚴格審慎的政策，管理其匯兌風險。本集團的出口收入及進口採購是以美元結

算。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遇到因匯率波動而對其營運或流動資金帶來任何重大困難的情

況。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將有充裕的外匯以應付需求。

或然負債

除上述附註 15所披露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他或然負債（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資產抵押

除於合併財務情況表列報的已抵押銀行存款之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賬

面淨值約為人民幣 32.1百萬元的機器及設備用作銀行貸款抵押品（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人民幣 13.3百萬元）。除此之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融資租賃項下

持有的機器及設備的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 37.8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

幣40.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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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除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的合併財務狀況表列報的於聯營公司的權益及權益證

券投資外，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持有其他公司任何重大投資權益。

未來重大投資與固定資產計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沒有未來重大投資和固定資產方面計劃。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無任何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任何重大收購

及出售。

未來展望

二零一六年是中國「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中國繼承、發展歷史改革方針、路線，
進一步推進深化改革，鞏固改革成果的攻堅之年，擁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二零一六年

內，擴內需、調結構、保增長，多項措施並舉。如今二零一六年已經過半，各項改革措施

穩步推進成果初顯。中國經濟在總體運行維持平穩增長的基礎之上，各行業積極調整應

對，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與適應性。

然而，從中期來看，中國的擴內需、調結構仍是一個艱巨而複雜的任務，需要一個適當的

過渡期，而國際市場方面，發達國家除美國外，也都尚未呈現經濟好轉的勢頭；從下半年

開始的棉花價格急劇波動，也加大了紡織企業的短期經營風險。因而，結合宏觀經濟、行

業和公司的目前現狀，本集團確定下一步的發展戰略為：繼續穩固集團紡織產業，側重發

展公司影視傳媒產業。

1、 影視傳媒行業

十八屆五中全會關於「十三五」規劃建議已明確，於二零二零年，文化產業將成為國民

經濟支柱性產業。一般性而言，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達到 5%，才能稱為支柱性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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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回望二零一五年我國文化產業實現增加值僅為 2.6萬億元，佔GDP比重僅為 3.8%。

這也意味著，於二零二零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將超過人民幣 5.5萬億。由此可見文

化產業發展的大前景已然十分清晰，未來發展潛力巨大。

在此大背景之下，同時有鑒於本集團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利潤增長中，其中影視傳媒

的貢獻突出，本集團將進一步加大對影視製作業務板塊的投入。並繼續結合自身優秀

製片人團隊優勢及行業資源，以精品劇打造為目標，同時憑藉本集團雄厚的內容優

勢、品牌優勢、管理優勢和資源整合能力，積極延伸產業鏈和價值鏈，最終成為國內

頂尖的優秀影視劇製作公司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七日以每股港幣 2.50元之配售價配發及發行每股面值美元 0.01
元之新股88,105,000股，淨配售款項約港幣213.7百萬元。除去償還收購Solid Will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的承兌匯票之外，剩餘資金將全部用於影視劇的製作。有關本次配售情

況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四日、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二

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七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

月十一日之通函內容。

傳媒板塊二零一六年度電視劇計劃：

序號 劇名 題材 目前狀態

1 喬家大院2 歷史故事劇 已殺青，後期製作中

2 江城三月 現代都市劇 8月28日開機

3 武當一劍 武俠劇 籌備中

4 馬背兒 民國年代劇 籌備中

5 新大頭兒子小頭爸爸 室內情景劇 籌備中

「深港通」已宣布將在二零一六年下半年開通，將有利於投資者更好共享內地與香港經

濟發展成果，預期兩地的資本市場將備受關注。本集團期望「深港通」的開通將吸引對

傳媒影視行業有深入了解的內地投資者對香港資本市場的關注，有利於本集團進一步

探索影視傳媒行業的業務合作和融資併購機遇，對公司進一步轉型有著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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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紡織業務方面

雖然本公司紡織板塊業務近年來受全球經濟及行業疲軟的影響，表現一直低於預期，
但作為本集團的傳統業務，本集團仍將殫精竭慮進一步挖掘其內在價值，具體措施包

括，進一步強化精細化管理，降低運營成本；加強與中外院校和研發機構的合作，繼

續提高本集團產品創新能力，增收節支，以盡力降低和消化行業下行壓力對本集團經

營之不利影響。

上述預測內容不代表本公司對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度的經營業績承諾，尚存在不確定

性，能否實現取決於市場情況、相關政策等多種因素，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配合及遵守企業管治原則及常規之公認標準一直為本公司最優先原則之一。董事會相信良

好的企業管治是引領本公司走向成功及平衡股東、客戶以及僱員之間利益關係之因素之

一，董事會致力於持續改善該等原則及常規之效率及有效性。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採納並遵守了列載於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中的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之規定，除下列詳述的於二零一六

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一日止期間對守則條文A.1.8條規定之遵守有所偏離外。

守則條文第A .1.8條規定，發行人應就其董事可能會面臨的法律訴訟作適當的投保安排。由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正著手為董事安排購買責任

保險，由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二日起，本公司已就其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可能會面對的法律

行動作適當的投保安排，自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二日起，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條文A.1.8。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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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集團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確認經向所有董事查詢後，於回顧期內，所

有董事均遵守了該規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成立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審核、內部監控及

財務申報事項（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

告）。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無）。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後至本公告日期，無重大事項發生。

資料披露

本公司中期報告將在本集團網站（ http: / /www.ysltex.com）和聯交所網站（ http: / /www.hkexnews.hk）
刊載，並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底前派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銀仕來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東

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六名董事，即執行董事劉東先生、劉宗君先生及陳辰女士，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潘洪業先生、林繼陽先生及高峽先生。

本公告以中英版本編製。中英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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