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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616）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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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1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6.6%。 

 

● 毛利率約 14.1%，較去年同期的約 13.7%增加約 2.9%。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較去年同期下降約人民幣 2.3 百萬元，至

約人民幣 51.0 百萬元，下降約 4.3%。 

 

●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股東的本期溢利約為人民幣 7.4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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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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內」）未經審核之中期業

績及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及相關附註如下。本業績未經審核，但經由本集團審核

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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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2013 
  附注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362,099 387,871 
銷售成本  (311,077) (334,561) 

     

毛利  51,022 53,310 
 
其他收益淨額 4 1,384 3,767 
分銷成本  (6,368) (5,565) 
行政開支  (30,477) (28,648) 

     

經營溢利  15,561 22,864 
 
融資收入 5(a) 757 16,217 
融資成本 5(a) (10,179) (8,344) 

     

除稅前溢利  6,139 30,737 
所得稅 6 1,272 (8,112) 

     

本期溢利及綜合收益總額   7,411 22,625 
     

歸屬于本公司權益股東的本期溢利 
 及綜合收益總額  7,411 22,625 

     

每股盈利 (人民幣元) 7  
   基本及攤薄  0.0093 0.0283 

     

 

 
 
应付本公司权益股东的股息详情已刊载于附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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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2014 年 2013 年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附注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9 
 -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4,434 537,702 
 - 經營租賃項下的租賃土地權益  52,508 48,375 

     

   576,942 586,077   
無形資產  29 12 
商譽  6,394 6,394 
于權益證券的投資  1,000 1,000 
遞延支出 11 2,396 3,103 

     

   586,761   596,586 
  -----------------------  ------------------------ 

流動資產 

短期投資 10 20,000 - 
存貨   165,299 163,16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71,092 156,1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 8,008 9,82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3 88,973 102,375 

     

   453,372 431,464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113,205 133,165 
銀行貸款    260,000 224,000 
融資租賃項下的負債   22,605 22,565 
即期稅項   1,918   4,987 

     

   397,728   384,717 
  -----------------------  ----------------------- 

流動資產淨額  55,644    46,747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42,405 643,333 
 -----------------------  ------------------------ 

 

3 



合併財務狀況表 (續) 
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2014 年 2013 年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附注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9,000 - 
融資租賃利息  32,009 41,183 
遞延稅項負債   185 750 

     

   41,194 41,933 
  -----------------------  ------------------------ 

資產淨值  601,211 601,400 
     

 
權益 

資本  50,577 50,577 
儲備  550,634 550,823 

     

 權益合計  601,211 601,400 
     

 
 
 
 
 
 
 
 
 
 
 
 
 
 
 
 
 
 

4 



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法定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儲備 盈餘儲備 其他儲備 留存盈利 權益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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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3 年 1 月 1 日 50,577 74,447 (909) 52,699 119,359 288,656 584,829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止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本期溢利及綜合收益總額 - - - - - 22,625 22,625 
批准的上年度股息 - - - - - (5,000) (5,000)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50,577 74,447 (909) 52,699 119,359 306,281 602,454 
                

   
於 2014 年 1 月 1 日 50,577 74,447 (909) 55,308 119,359 302,618 601,400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止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本期溢利及綜合收益總額 - - - - - 7,411 7,411 
批准的上年度股息 - - - - - (7,600) (7,600) 
               

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 50,577 74,447 (909) 55,308 119,359 302,429 6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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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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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2013 
  附注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  22,305   35,156 
已付所得稅  (2,362) (7,787)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19,943 27,369 
    --------------------- --------------------- 
投資活動 
購買固定資產支出  (42,069) (88,380) 
其他與投資活動相關的現金流  (19,297) 73,662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61,366)  (14,718)  
    --------------------- --------------------- 
融資活動 
其他與融資活動相關的現金流  28,021  (38,850) 
     

融資活動所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28,021 (38,850) 
  ---------------------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減少淨額  (13,402) (26,199)  
 
於 1 月 1 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2,375 136,554 

      

於 6 月 30 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3 88,973 110,355 
      

6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附注 
(以人民幣列示除非特別注明)  
 
 
1 編制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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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 25 日獲核准發佈。 
 
本中期財務報表按照銀仕來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所採納用以編制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合併財務報告的相同會計

政策編制，惟預期會於 2014 年年度財務報告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

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於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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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這些附注闡述了自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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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並未載所有根據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的要求編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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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期財務報表所載有關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由於已

在早前呈報，故並不構成本公司就該財政年度編制的法定財務報告；但卻源自該

等財務報告。本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告可在本公司的

註冊辦事處索取。核數師已在 2014 年 3 月 21 日的報告中對該等財務報告發表了

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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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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訂和一項新的詮

釋，並為本集團及本公司於本半年度採納。其中，以下更新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相關：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投

資實體」之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對銷」之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之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衍生工具的契約方變更及對沖會計法的延續」之修訂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徵稅」 

 

本集團於本半年度採納新財務報告準則及準則修訂無任何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投

資實體」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修訂包括投資實體的定義，並為符合投資實體定義的

實體提供豁免綜合入賬的規定。投資實體須為附屬公司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入賬。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對銷」之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明確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標準。該修訂與本集

團已採納的會計政策相符合，因此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並無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之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對非金融資產減值的披露要求進行修正。該修訂詳述

實體對單項資產或現金產出單元確認或轉回了一項減值損失的披露，要求且可收

回金額是基於公允價值減處置費用進行確認。該修訂已於本集團截止2013年12月

31日的年度財務報告中採納。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衍生工具的契約方變更及對沖會計法的延續」之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就對沖關係中所指定的場外衍生工具因法例或法規或

推行法例或法規而直接或間接被更替為主要交易對手的情況，提供終止對沖會計

豁免規定。本集團無衍生工具的契約方變更，故此該修訂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

告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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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徵稅」 

 

該詮釋釐清根據相關法例所識別，實體於引發付款的活動發生時確認徵稅責任。

該詮釋與本集團已採納的會計政策相符合，故此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並無影

響。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紡織產品。收入指向客戶提供的貨品的銷售價值以

及服務收入（扣除銷售稅、增值稅及折扣）。確認的各重大收入分類金額如下：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紡織產品:       
 - 小提花坯布  249,626 277,575 
 - 大提花坯布  95,422 97,915 
 - 其他  5,257 3,389 

     
   350,305 378,879 
加工服務收入  11,794 8,992 

     
   362,099 387,871 

     
 
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紡織產品一項經營分部，故無呈列分部資料。本集

團於中國境內經營業務，主要資產位於中國境內。本集團按地域市場區分的收入分

析如下：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325,321 322,620 
海外  36,778 65,251 

     
   362,099 38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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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貼  262 1,779 
銷售廢料收益淨額  913 1,693 
處置固定資產收益淨額  457 - 
其他  (248) 295 

     

   1,384 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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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收入  
利息收入  (729) (2,501)  
匯兌收益  (28) (13,716)  

     

   (757) (16,217)  
     

融資成本  
借款利息  7,035 7,947 
減：資本化為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利息  - (1,070)  
     

利息開支  7,035 6,877 
融資租賃項下負債的融資費用  1,757 399 
匯兌虧損  498 725 
其他融資費用  889 343 

     

   10,179 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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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續）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 /（計入）: 
 
(b) 其他項目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33,031 32,210 
攤銷  
 - 租賃土地  535 99 
 - 無形資產  9 22 

     

 
6 所得稅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707) 7,532 
遞延稅項  (565) 580 

     

   (1,272) 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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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香港的利得稅稅率為 16.5% (2013:  
16.5%)。于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毋須就派付股息繳納預扣稅。 

 
(iii) 于中國境內成立的子公司適用法定稅率為 25% (2013: 25%)。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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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股息須按 10%的稅率繳納預扣稅，除非因稅務條約或安排獲減免，則屬例外。

銀仕來（香港）有限公司及匯銀（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附屬公司）須就

應收其中國附屬公司的股息繳納中國股息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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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是根據歸屬于本公司權益

股東的本期溢利人民幣 7,411,000 元（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期間: 人民

幣 22,625,000 元）及本期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800,000,000 股（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期間: 800,000,000 股）計算。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和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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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i) 本期權益股東應占股息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于本中期結束後宣派的股息，每股 
 人民幣零元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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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股息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本期批准派息的以前財政年度股息 7,600 5,000 

      

 
於本期批准派息的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財政年度股息已於 2014 年 7 月支

付。 
 
9 固定資產 

 
截至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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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000元（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人民幣80,000,000元）和經營租

賃項下的租賃土地權益價值人民幣4,668,000元（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

間：人民幣36,570,000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處置固定資

產淨值人民幣367,000元（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人民幣零元），處置淨

收益人民幣457,000元（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人民幣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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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短期投資 
   2014 年 2013 年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資產管理計畫，指定以公允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  20,000 - 

     

 
 該項資产管理計畫是由工銀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進行管理，本項投資是保本且

將於一年內到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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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4 年 2013 年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95,931 87,821 
逾期少於 3 個月  236 1,636 
逾期 3 至 6 個月   4,350 9 
逾期 6 至 12 個月  1,898 1,732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經扣除呆賬撥備） 102,415 91,198 
 
購買原材料預付款  30,596 32,598 
購買固定資產預付款項  13,085 10,137 
遞延開支  5,868 4,527 
可抵扣增值稅  14,008 14,544 
其他應收款項  7,516 6,199 

     

   173,488 159,203 
預計將於一年以後確認為費用的遞延支出   (2,396) (3,103) 

     

   171,092 15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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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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14 年 201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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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8 9,826 

     

1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14 年 2013 年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  88,920 102,352 
庫存現金  53 23 

     

   88,973  102,37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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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4 年 201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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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70 62,614  
3 個月後但 6 個月內到期  2,432 1,754 
6 個月後但 12 個月內到期  2,546 2,589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52,448 66,957 
 
與購買固定資產有關的應付款項  14,222 29,369 
應計費用  11,901 13,697 
預收賬款  10,143 12,554 
應付股利  7,600 - 
應交除所得稅以外的稅金  6,873 1,593 
從其他公司預支款項  5,926 4,979 
其他應付款項  4,092 4,016 

     

   113,205 13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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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 
 

(i) 公允價值等級制釐定 
 

下表列示集團的財務工具於報告日的公允價值是按照經常性基準計量，並根

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所界定的三個公允價值計量級別」

進行歸類。公允價值計量所歸類的級別乃參照以下估算方法所用數據的可觀

察程度及重要程度而釐定： 

 
• 第一級別估算：僅用第一級別數據，即於計量日期相同金融資產或負債

在活躍市場的未經調整報價計量公平價值 
 

• 第二級別估算：使用第二級別數據，即未能符合第一級別的可以觀察得

到的數據，以及不使用不可觀察得到的重要數據計量公平價值。不可觀

察得到的數據指未有相關的市場數據 
 

• 第三級別估算：使用不可觀察得到的重要數據計量公平價值 
 
本集團擁有由財務經理領導下的團隊對金融工具進行估值。該團隊直接向首

席財務官和審計委員會報告。每年的中期和年度報告日期，該團隊會編寫關

於公允價值變動分析的估值報告，並由首席財務官進行審核和批准。首席財

務官和審計委員會對估值的過程和結果進行討論，該討論每年會進行兩次，

與財務報告日一致。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允價值計量分類   
  2014 年 6 月 30 日 
  公允價值 第一級別 第二級別 第三級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金融資產：     
投資資產管理計畫，指定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 
變動計入當期損益 20,000 - 20,000 -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允價值計量分類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公允價值 第一級別 第二級別 第三級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金融資產：     
投資資產管理計畫，指定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 
變動計入當期損益 - - - -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無第一級別及第二級別之間轉撥，或是轉

撥往來於第三級別（2013：無）。本集團政策規定公平價值等級制中各級之

間的轉撥被視作於業績報告期末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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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續） 
 

(ii) 估算方法及第二級別公平價值計量的數據 
  
 該項投資資產管理計畫乃按類似財務工具的當前巿場利率貼現未來現金流的

現值估計。 
 
16 承擔 
 

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在中期財務報表中未體現的資本承擔列示如下： 
 
   2014 年 2013 年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簽合同  28,050 15,968 

     

 
17 重大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列示如下：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雇員福利 873 614 
退休福利 17 16 

     

  890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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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回顧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紡織行業仍然延續了近年來的走勢，內需市場乏力，外銷市場雖有

所恢復，但仍以東盟、東南亞等中、低端市場為主，市場總體形勢依然比較低迷，中國

紡織企業仍面臨較大壓力。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約為人民幣 269,044 億元，

同比增長約 7.4%，經濟增速繼續放緩。出口方面，人民幣匯率二零一四年二月曾一度

出現快速貶值趨勢，但維持時間並不長，至五月份後又重回升值走向，因而對中國的外

貿出口並未產生較大影響。海關總署資料顯示，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我國實現出口 6.5 萬

億人民幣，比去年下降了 1.2%。其中，紡織品服裝出口 1,325 億美元，同比增長 4.2%，

但棉機織物的出口卻下降了 8.9%，對巴基斯坦、柬埔寨和越南的面料出口同比分別增

長了 35.7%、18.2%和 13.1%，反映出近年來中外棉花差價對面料企業的巨大影響。 

 

二零一四年四月五日，國家宣佈停止棉花收儲政策，由於該政策去年底已有信息公開，

所以市場已提前反映，中外棉花差價從二零一三年 11-12 月份最高時的 6,100 元/噸（國

際棉花差價折 1%關稅與國內 3128B級棉價格差），逐漸降低到二零一四年 6 月份的 2,000
元以下，截止七月底雖有所反彈，但仍在 3,000 元以內。受此影響，國內棉花價格從年

初的 19,530 元/噸，逐漸下降到二零一四年七月底的 17,167 元/噸，降低了約 12.1%。

棉花價格的下降導致了面料等後續加工產、製品的價格下滑，也增加了棉紡織企業的觀

望情緒。 

 

從長遠看，停止棉花收儲政策，有利於國內棉價的市場化，有利於棉價的合理性回歸，

使中外棉花差價逐步接軌，提高中國紡織企業的出口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此外，棉花進

銷項稅實行一致稅率，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也開始在安徽等地區開始試點，該政策如能儘

快施行，無疑將有利於提升棉紡織企業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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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面對持續、複雜的經濟和行業形勢，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集團仍堅持以我為主，立足

自身特點，通過更進一步挖掘、發揮在差異化定位和新材料、新纖維面料開發方面的優

勢，以確保公司的開工率、訂單率和產銷率，保證公司生產經營的正常運行。二零一四

年上半年公司開工、訂單情況正常，運營保持平穩態勢。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主營業務收入約為人民幣 362.1 百萬

元，比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387.9 百萬元減少約 6.6%。收入下降主要是由於受棉花價格

下降導致產品價格下降所致；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 7.4 百萬元，較二零一

三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22.6 百萬元下降約 67.2%。公司溢利下降主要是由於外幣匯兌收益

與 2013 年同期比較出現大幅減少、本集團紡織產品平均售價下降及人工成本費用增加

所致。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導產品大提花、小提花的銷量分別約 5.3
百萬米和 20.4 百萬米，較二零一三年同期分別增加約 5.5%和增加約 0.7%。新材料大、

小提花面料佔集團收入的比例約為 66.0%，比去年同期增加約 26.0%；大提花面料收入

佔集團收入的比例約為 26.3%，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約 4.4%。銷量和新材料、大提花面料

比重的提升，體現出本集團在嚴峻的市場形勢下，根據市場需求開發新型產品和特殊產

品、進一步優化產品結構、提高效率所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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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毛利及毛利率 

 

下表列示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和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的主要產品之

收入、毛利和毛利率的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收入 毛利 毛利率  收入 毛利 毛利率  
產品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大提花坯布 
                        

95,422  
                    

18,052  18.9%  97,915 18,721 19.1%  

小提花坯布 
                     

249,626  
                    

31,620  12.7%  277,575 33,727 12.2%  

加工費收入 
                        

11,794  
                      

716  6.1%  8,992 805 9.0%  

其它 
                          

5,257  
                        

634  12.1%  3,389 57 1.7%  

合計 
                     

362,099  
                    

51,022  14.1%  387,871 53,310 13.7%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率自去年同期的約 13.7%增加至約

14.1%，增加約 2.9%。本集團的主要產品毛利率及總體毛利率上升主要是由於：(i)部

分設備折舊到期導致成本降低，(ii)原材料成本降低。在控制成本的同時，本集團會根

據市場的需求發展新型產品和特殊產品，進一步優化產品結構，採用靈活和有效的市場

戰略，將本集團的毛利率水準最大化。 

 

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銷成本增加約0.8百萬元，從去年同期約

人民幣5.6百萬元到約人民幣6.4百萬元，分銷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本集團業務招

待費及運輸費用較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所致。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 30.5 百萬元，較去年

同期約人民幣 28.6 百萬元，增加約 6.6%。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新項目運營之後相應的人

員成本、辦公費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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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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百萬元，原因是與去年同期相比，融

資成本的增加及融資收益的減少。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融資成

本約人民幣 10.2 百萬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約人民幣 8.3 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1.9 百萬

元，主要是融資租賃款增加導致利息支出增加所致；融資收入約人民幣 0.8 百萬元，比

去年同期約人民幣 16.2 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15.4 百萬元，主要是由於二零一三年上半

年日元貸款形成匯兌收益，而該日元貸款已於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償還完畢。 

 
稅項 

 

本集團的稅項由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8.1百萬元減少約116%，至回顧期內的約

人民幣負1.3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在回顧期內應稅利潤減少及本集團下屬附屬公司享受所

得稅加計扣除優惠所致。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本期溢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 7.4 百萬元，較

二零一三年同期的人民幣 22.6 百萬元下降約 67.2%。溢利減少是由產品銷售價格下降、

人工成本增加以及匯兌收益大幅下降所致。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率

約 14.1%，比去年同期的約 13.7%上漲了約 2.9%。由此，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毛利比去年同期下跌了約 4.3%，比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53.3 百萬元下降了約

人民幣 2.3 百萬元，至約人民幣 51.0 百萬元。 

 

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人民幣89.0百萬元，相比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02.4百萬元减少約

13.1%。這主要是由於在回顧期內新項目建設資金需求增大所致。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主要以人民幣、日元、美元、港幣及歐

元持有，其中持有的人民幣約75.9百萬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87.9
百萬元），或約佔總額的85.3%（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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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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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百萬元，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61.4百萬元，融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約為

人民幣28.0百萬元。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現金以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約人民幣13.4百萬

元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02.4百萬元）。董事會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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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一些與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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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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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的平均應收賬款（包括應收票據）周轉期約為48天，與去年

同期的41天比較有所上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為確保在目前銷售市場中獲取更多

的訂單，給予優質且有良好信貸記錄的客戶更長的信用期所致。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存貨周轉期由去年同期的93天增加至94
天，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本期銷售成本降低比例略大於存貨平均餘額的降低比例所致。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定期貸款（包括融資租賃項下的負債）約人民幣 238.6
百萬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67.7 百萬元），其固定年利率為 4.5% 
至 6.2%（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至 7.1%）。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浮息貸款約人民幣 85.0 百萬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0 百萬元），

其浮動年利率為中國人民銀行的貸款利率（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人民銀行

的貸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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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負債主要是貸款約人民幣 323.6 百萬元（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87.7 百萬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持有現金及現金

等值項目約人民幣 89.0 百萬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02.4 百萬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約為 39.0%（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

產負債比率約為 3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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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附息銀行借貸及融資租賃項下的負債）除以權益總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債務將於一年內到期的金額為 282.6 百萬元。 

 

21 



資本承擔 

 

除上述附註 16 所披露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它重大資本承擔（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雇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2,946名員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10 
人；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2,594人）。與去年同期相比，員工人數增加主要是本集團

在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為新生產線陸續招募的新員工所致。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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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百萬元（二零一三年同期：約人民幣51.0百萬元），員工成本增加

主要由於新生產線增聘人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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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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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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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進口採購和外幣借款的償還期限長於出口收匯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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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沒有使用任何外匯衍生工具對沖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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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除上述附註 12 所披露之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淨值約為人民幣 61.8
百萬元的機器及設備（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50.6 百萬元）；淨值約為

人民幣 20.5 百萬元的應收賬款（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及約為人民幣 20.0
百萬元的短期投資（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用作銀行貸款質押品。 

 

重大投資 

 

除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的合併財務狀況表列報的權益證券投資及短期投

資外，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持有其他公司任何重大權益。 

 

未來重大投資與固定資產計劃 

 

除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刊發的招股章程，及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公

告中所披露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沒有其他在投資和固定資產方面的未來計劃。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無任何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任何重大收

購及出售。 

 

未來展望 

 

棉紡織企業自二零零八年以來的低迷形勢，雖然具有長期、複雜的特點，但結合國內、

國際經濟形勢及行業波動規律來看，仍屬於相對正常的現象。雖然目前紡織業遇到一定

困難，但中國經濟發展和生活品質日益提高的大勢所趨，城鎮化的推進，全球經濟回暖

等因素，都表明從長遠看高檔紡織品仍然具有良好前景。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既是自然界的規律，也是社會和企業發展的必然規律。目

前，無論是中國經濟，還是紡織產業，都正在經歷一個轉型升級的“陣痛”，這既意味

著殘酷的淘汰、放棄，也孕育著希望和機會。“危”和“機”總是相伴而生，關鍵看企

業如何把握。 
 

二零一四年，本集團的高端紡紗項目已投產，可以為公司面料產品的開發、生產提供更

優質的原料支援。今後，本集團將繼續堅持以我為主，開發符合市場需求的新型、差異

化產品，以始終保持本集團在細分市場的領先地位。同時，二零一四年年初，本集團亦

提出了將銀仕來打造成為國際一流企業這一目標，本集團將著力從公司觀念、工作標

準、創新能力、人力及客戶資源等幾個方面，全面向國際優秀企業學習，進一步提高精

細化管理水準和創新能力，增收節支，提高效率，不斷提升本集團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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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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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以及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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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和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中的企業管治報告之規定，除下列詳述的守

則條文 A.1.8 和 A.2.1 條有所偏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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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為董事安排購買責任保險，因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穩健

而有效之企業管治，將足以監督及減輕法律及合規風險。儘管如此，董事會將繼續不時

審閱董事投保安排，若或者董事會認為需要，亦會於日後安排投保。 

 

守則條文 A.2.1 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所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

席與集團行政總裁之間的職責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劉東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

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並不影響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職責和權力的平衡。董事

會由極具經驗和才幹的成員組成，通過董事會的有效運作，足以確保董事會和集團之間

的職責和權力得到相互制約和平衡。 

 

朱北娜女士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亦不再為提名委員

會(「提名委員會」)的主席及成員，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及薪酬委員會 (「薪

酬委員會」)各自的成員。在朱女士辭任後，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少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10(1)條所規定之最少人數，而審核委員會成員人數亦少於上

市規則第3.21 條所規定之最少人數。此外，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之成員組成亦將未

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25 條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守則條文第A.5.1 條之規定。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董事會委任常濤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提名委員會的

主席及成員，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各自的成員。本公司已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10 (1)條、第3.10A 條及第3.21 條關於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

員會成員人數之規定。另外，本公司已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25 
條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守則條文第A.5.1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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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 

  
守則條文 A.5.6 條規定提名委員會（或董事會）應訂有涉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政策，

並於企業管治報告內披露其政策或政策摘要。 

為達致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的多元化，董事會批准並採納了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政

策」）及董事會提名委員會的修訂權責範圍及程式以確保政策合理地實行。政策的制定

旨在達成本公司可持續及均衡的發展，其中，除此之外，董事會所有委任均以用人唯才

為原則，並在考慮人選時以適當的條件充分顧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裨益。 

公司致力於選擇最佳人選作為董事會成員。甄選人選將按一系列多元化範疇為基準，除

教育背景、專業經驗、技能、知識及服務任期外，亦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背

景及種族。最終將按人選的長處及可為董事會提供的貢獻而作決定。董事會組成(包括

性別、年齡、服務任期)將每年在企業管治報告內披露。 

提名委員會將每年在企業管治報告內匯報董事會在多元化層面的組成，並監察本政策的

執行。 

提名委員會將在適當時候檢討本政策，以確保本政策行之有效。提名委員會將會討論任

何或需作出的修訂，再向董事會提出修訂建議，由董事會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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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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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六月三

十日：無）。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後至本公告日期，無重大事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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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披露 

 

本 公 司 中 期 報 告 將 在 集 團 網 站 （ http://www.ysltex.com ） 和 聯 交 所 網 站

（http://www.hkexnews.hk）刊載，並將於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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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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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成杰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平先生、林繼陽先生及常濤先生。 

 
本公告以中英版本編制。中英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公告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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