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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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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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man Holdings Limited 
銀仕來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16） 
 

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業績公告 
 
 
 
 

摘要 
 
● 收入約人民幣 759.8 百萬元，較去年同期下降約 1.9%。 

 
● 毛利率約 13.6%，較去年的約 12.0%增加約 1.6 個百分點。 
 
● 毛利較去年同期增加約人民幣 9.8 百萬元，至約人民幣 103 百萬元，增加約 10.5%。

 
●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股東的本期溢利約為人民幣 7.6 百萬元，較去年下降約 64.6%。

 
股息 
 
●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00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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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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年內」或「回顧期內」）經審

核之年度業績及二零一三年同期之比較數字如下。本年度業績經審核，並經由本集團審

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銀仕來控股有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及其他收益表 
截至2014年12月31日止年度 
(以人民幣列示) 

 
 

 附註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759,800 774,577 
 
成本  (656,790) (681,352)       

毛利  103,010 93,225 
 
其他收入 4 240 - 
其他收益淨額 4 3,799 5,762 
分銷成本  (13,409) (13,395) 
行政開支  (65,240) (53,657)       

經營溢利  28,400 31,935 
 
融資收入 5(a) 1,757 20,075 
融資成本 5(a) (21,555) (19,888)       

除稅前溢利 5 8,602 32,122 
 
所得稅 6 (968) (10,551)       

本年溢利及綜合收益總額  7,634 21,571 
      

 
本公司股東應占本年溢利及綜合收益總額  7,634 21,571 

      

 
每股盈利 
 
基本及攤薄 7 人民幣 0.0095 元 人民幣 0.0270 元 

      

 
 
 
 
 
應付予本公司股東應占年內溢利的股息詳情已列載於附註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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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仕來控股有限公司 
合併財務狀況表 
於2014年12月31日 
(以人民幣列示) 
 

 
 附註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流動資產 
固定資產  
  — 物業、廠房及設備  530,229 537,702 
  — 經營租賃項下的租賃土地權益  51,977 48,375       

   582,206 586,077 
無形資產  79 12 
商譽  6,394 6,394 
於權益證券的投資  1,000 1,000 
長期待攤費用 8 3,341 3,103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14 -       

   594,034 596,586 
    

流動資產 
存貨  132,377 163,163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59,708 156,100 
已抵押銀行存款  15,971 9,826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122,356 102,375       

   430,412 431,464 
  ------------------ ------------------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09,999 133,165 
銀行貸款  258,000 224,000 
融資租賃項下的負債  18,369 22,565 
即期稅項  4,570 4,987       

   390,938 384,717 
  ------------------ ------------------ 

 
流動資產淨額  39,474 46,747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633,508 643,3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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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仕來控股有限公司 
合併財務狀況表 (續)  
於2014年12月31日 
(以人民幣列示) 
 

 
 附註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流動負債 
銀行貸款  8,500 -  
融資租賃項下的負債  22,814 41,183 
遞延稅項負債  760 750       

   32,074 41,933 
      

資產淨值  601,434 601,400 
      

 
權益 
股本 10 50,577 50,577 
儲備  550,857 550,823       

權益總額  601,434 601,400 
      

 
 
 
經由董事會於二零一五年三月二十七日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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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仕來控股有限公司 
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4年12月31日止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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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年權益變動： 
本年溢利及綜合收益總額 - - - - - 21,571 21,571 
批准的上年度股息 - - - - - (5,000) (5,000) 
撥至法定儲備 - - - 2,609 - (2,609) -                 

於 2013 年 12 月 31 日及 
2014 年 1 月 1 日 50,577 74,447 (909) 55,308 119,359 302,618 601,400   

 
2014 年權益變動 
本年溢利及綜合收益總額 - - - - - 7,634 7,634  
批准的上年度股息 - - - - - (7,600) (7,600) 
撥至法定儲備 - - - 1,185 - (1,185) -                 

於 2014 年 12 月 31 日 50,577 74,447 (909)  56,493   119,359 301,467 60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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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仕來控股有限公司 
合併現金流量表 
截至2014年12月31日止年度 
(以人民幣列示) 

 
 

 附註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 
除稅前溢利  8,602 32,122 
經以下調整 
 折舊 5(c) 66,122 64,895 
 攤銷 5(c) 1,108 1,028 
 應收款項減值損失 5(c) 3,755 159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5(c) (1,500) (1,000) 
 利息收入 5(a) (1,170) (3,978) 
 短期投資處置收益  (170) - 
 融資成本 5(a) 19,367 17,817 
 非上市權益證券的股息收入 4 (240) -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收益淨額 4 (495) (56)       

   95,379 110,987 
營運資金變動 
存貨減少/ (增加)  30,786 (397)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11,554) (11,846)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 /增加  (16,824) 13,575 
發行商業票據及銀行承兌匯票的 
    保證金增加  (6,145) (8,170)       

經營所產生的現金  91,642 104,149 
 
已支付的所得稅費用  (2,389) (11,755)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金淨額  89,253 9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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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仕來控股有限公司 
合併現金流量表 (續)  
截至2014年12月31日止年度 
(以人民幣列示) 

 
 

 附註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活動 
資本支出  (63,545) (139,267) 
收回向其他公司墊款  1,500 500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278 85 
銀行貸款保證金減少  - 180,972 
購買短期投資所付款項  (20,000) - 
出售短期投資所得款項  20,170 - 
已收利息  1,170 3,978 
非上市權益證券的股息收入 4 240 -       

投資活動(所用) / 產生的現金淨額  (60,187) 46,268    
 
融資活動 
銀行及其他貸款所得款項  298,947 345,570 
銀行及其他貸款還款  (281,065) (495,594) 
已付借款成本  (19,367) (17,817) 
支付予本公司股東的股息 10(a) (7,600) (5,000)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金淨額  (9,085) (172,841)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增加 / (減少) 淨額  19,981 (34,179) 
於 1 月 1 日的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102,375 136,554       

於 12 月 31 日的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122,356 10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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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除特殊指定外，以人民幣列示) 
 

1 編制及呈報基準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 

本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呈列，以最接近千位數為整。本財務報表是以歷史成本作為

編制基準。 

管理層需在編制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時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這

些判斷、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的彙報數

額。管理層的估計和假設乃根據營運經驗和各種被判斷為合理的因素，在沒有其

他直接來源下，作為判斷資產和負債的賬面價值的基礎。因此，實際結果可能有

別於該估計。 

對這些估計和假設須不斷做出審閱。會計估計的變更在相應的期間內確認，即當

變更僅影響作出該變更的當期時，從變更當期確認，當若變更對當期及以後期間

均產生影響時，於變更當期及以後期間均確認。 

2 會計政策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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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更新對本集團的財務報告內容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於本年度採納新財務報

告準則及準則修訂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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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和分部報告 

(a)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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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紡織產品： 
- 小提花坯布  528,908 526,771 
- 大提花坯布  200,670 210,652 
- 其他  6,840 12,312       

   736,418 749,735 
 
加工服務收入  23,382 24,842       

   759,800 774,577       

本集團按地域市場區分的收入分析如下：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679,990 665,930 
海外  79,810 108,647       

   759,800 774,577       

本集團的客戶基礎多元化，只有一名客戶的交易超出本集團收入的 10%。截

至 2014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向該客戶銷售紡織產品的收入約為人民幣

83,712,001 元 ( 2013: 人民幣 17,138,209 元)。 

(b) 分部報告 

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紡織產品此一經營分部，故無呈列本年度的

分部資料。本集團於中國經營業務，而其主要資產位於中國。 

有關本集團客戶基礎及按地域市場劃分的收入的其他資料於附註 3(a) 披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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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和其他收益淨額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 
非上市權益證券的股息收入  240 -        

   
其他收益淨額 
銷售廢料收益淨額  1,543 2,498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淨額  495 56 
政府補助  1,119 3,607 
其他  642 (399)       

   3,799 5,762       

 

5 除稅前溢利 

計算除稅前溢利時已扣除 / (計入) ： 

(a) 融資收入及融資成本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收入 
銀行存款利息收入  (1,170) (3,978) 
結算或換算外幣貨幣性項目產生   
 的匯兌收益  (587) (16,097)       

   (1,757) (20,075)       

 
融資成本 
須於五年內悉數償還的銀行及    
 其他借款利息                               14,968          16,252 
減：資本化為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利息*                                     -          (1,427)       

利息支出  14,968 14,825 
融資租賃利息  3,386 1,565 
其他融資費用  3,201 3,498       

   21,555 19,888       

* 截至 2013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借款成本的資本化率為 6.06%每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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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利（續） 

(b) 員工成本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金、工資及員工福利  117,701 112,128 
定額退休供款計畫  3,531 3,028       

   121,232 115,156       

根據中國相關勞動規則及法規，本集團參與由相關地方機關安排的定額供款

退休計畫 (「該等計畫」)，據此本集團須按截至 2014 年及 2013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合格雇員薪金的若干百分比向該等計畫供款。相關地方政府機關負

責應付退休雇員的全部退休責任。除上述的年度供款外，本集團並無有關該

等計畫的支付退休金福利的其他重大責任。 

(c) 其他項目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66,122 64,895 
攤銷 
－ 租賃土地  1,085 975 
－ 無形資產  23 53 
應收賬款減值準備  3,755 159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1,500) (1,000) 
核數師酬金－核數服務  800 1,000 
存貨成本  654,249 680,912       

6 所得稅 

(a) 合併綜合損益及其他收益表的稅項指：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費用 
中國企業所得稅及 
    中國股息預提所得稅年內撥備 1,972 10,301 
 
遞延所得稅費用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轉回  (1,004) 250       

   968 1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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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續）  

(i) 根據開曼群島和英屬維京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需繳納這些司法
權區的任何所得稅。 

(ii) 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立的附屬公司並無任何須繳納香港所得稅的利潤。 
2014 年度和 2013 年度，香港所得稅稅率為 16.5%。于香港註冊成立的
附屬公司無須就派付股息繳納預提所得稅。 

(iii) 2014 年度，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適用所得稅稅率為 2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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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及匯銀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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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所得稅費用和會計溢利與適用稅率乘積之間的調節如下：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利  8,602 32,122       

除稅前溢利的名義稅額 (按相關司法權區 
    溢利的適用稅率計算)  2,172 9,956 
稅收優惠影響  (3,625) - 
不可抵扣開支的影響  1,661 827 
毋需納稅收入的影響  - (982) 
中國股息預提所得稅  760 750       

所得稅費用  968 10,551       

7 每股盈利 

截至 2014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的每股基本盈利與攤薄後盈利是按照本公司股東的

應占溢利人民幣 7,634,000 元 (2013 年: 人民幣 21,571,000 元) 和加權平均普通股

800,000,000 股 (2013 年: 800,000,000 股) 計算。 

由於截至 2014 年及 2013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不存在具有潛在攤薄作用的股權，

所以每股基本盈利與攤薄後每股盈利不存在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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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應收貿易賬款及應收票據  82,893 91,198 
減：壞賬準備 (b) (3,755) -       

  (a) (c) 79,138 91,198 
押金、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d) 83,911 68,005       

   163,049 159,203 
預計將於一年以後確認為 
    費用的遞延支出 (d) (3,341) (3,103)       

預計一年以內收回或確認為 
    費用的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  159,708 156,100       

(a)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包括在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內的應收貿易賬款及應收票

據 (扣除壞賬準備) 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76,211 87,821 

   ------------------  ------------------ 
逾期少於 3 個月  - 1,636 
逾期 3 至 6 個月  10 9 
逾期 6 至 12 個月  2,917 1,732       

逾期金額  2,927 3,377 
   -------------------  ------------------- 

 
   79,138 91,198       

全部應收貿易賬款和應收票據預期將於發出帳單後 1 至 6 個月收回。 

(b) 應收貿易賬款及應收票據減值 

應收貿易賬款及應收票據的壞賬準備以撥備形式入賬。只有當本集團認為收

回金額機會微小的情況下，壞賬準備才會直接核銷應收貿易賬款及應收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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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本年呆壞帳撥備 (包含) 之變動如下：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 1 月 1 日  - - 
本年計提  (3,755) -       

於 12 月 31 日  (3,755) -       

於 2014 年 12 月 31 日，本集團按個別客戶還款情況考慮其減值金額，在應收

貿易賬款中減值人民幣 3,755,000 元 (2013 年：無)。當客戶面對財務困難，

管理層將個別客戶之應收賬款內有問題部分作出減值。因此，确认呆壞帳特

別撥備人民幣 3,755,000 元(2013 年：無)。 

 (c) 無減值的應收貿易賬款及應收票據 

並無個別或整體視為減值的應收貿易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逾期或無減值  75,861 87,821 
逾期少於 3 個月  - 1,636 
逾期 3 至 6 個月  10 9 
逾期 6 至 12 個月  27 1,732       

   75,898 91,198       

並無逾期或減值的應收貿易賬款均屬於近期未有不良還款記錄的廣大客戶

群。 

已到期但無減值損失的應收貿易款歸屬於本集團有良好信用記錄的獨立廠商

客戶。基於過往的經驗，管理層相信，鑒於這些客戶的信用等級無重大變化

且全部處於可收回狀態，故無需計提減值損失。本集團並無就這些應收款項

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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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d) 押金、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项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付原材料采购款  39,088 32,598 
預付固定資產採購款  6,184 10,137 
遞延支出  4,667 4,527 
可抵扣增值稅  14,032 14,544 
其他應收款  19,940 6,199       

   83,911 68,005       

(e) 應收附屬公司的款項無抵押，無利息及無固定償還期限。 

 

9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4 2013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易賬款及應付票據 (a) 48,814 66,957 
預收賬款  11,329 12,554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b) 49,856 53,654       

   109,999 133,165       

預期所有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將於一年內清償或確認為收入，或須按要求償還。 

(a) 賬齡分析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貿易賬款和應付票據，其於報告期間結束時的

賬齡分析如下：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 個月內到期或須按要求償還  45,397 62,614 
3 個月後但 6 個月內到期  1,954 1,754 
6 個月後但 12 個月內到期  1,463 2,589       

   48,814 6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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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b)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提費用  8,813 13,697 
除企業所得稅以外的應交稅費  8,323 1,593 
購買固定資產相關的應付款項  25,620 29,369 
從其他公司預支款項  2,926 4,979 
其他應付款項  4,174 4,016       

   49,856 53,654       

10 資本及股息 

(a) 股息 

(i)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股東的本期應付股息：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期宣告及派付的股息，每普通股 
人民幣無 (2013: 人民幣無) - - 

於報告期間結束後建議的股息， 
 每普通股人民幣 0.0095 元 

(2013: 人民幣 0.0095 元)  7,600 7,600       

   7,600 7,600       

于報告期结束後建议的末期股息，未於報告期結束時確認為負債。 

(ii) 上一個財政年度應付股息 (於年內批准及派付) ：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上一個財政年度的股息，於年內批准 
及派付，每普通股人民幣 0.0095 元 
（2013: 人民幣 0.00625 元） 7,600 5,000       

董事認為于本年度派付的股息並不能作為本集團未來股息政策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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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資本及股息（續） 

(b) 股本 

法定及已發行股本如下： 

  201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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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12 月 31 日 800,000,000 50,577 800,000,000 50,577          

11 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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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  4,080 15,968       

12 重大關聯方交易 

截至 2014 年及 2013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本集團發生下列重大關聯方交易。 

(a) 關鍵管理人員薪酬 

下表載列本集團主要管理人員的薪酬，包括應付董事及若干最高薪酬人士的

金額：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雇員福利  1,792 1,801 
退休福利  33 33       

   1,825 1,834       

薪酬總額於「員工成本」披露 (見附註 5(b) )。 

13 直接及最終控股方 

於 2014 年 12 月 31 日，董事認為本集團的直接控股方為東越有限公司，其于英屬

維京群島註冊成立，而本集團的最終控股方則為劉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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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行業回顧 
 
二零一四年，雖然有棉花收儲政策取消、進銷項稅“高征低扣＂政策調整等利好因素，

但紡織行業的低迷走勢仍未得到改善，中國紡織企業仍面臨較大壓力。 

 

二零一四年，我國實現出口 14.39 萬億人民幣，比去年增長 4.9%。其中，紡織品服裝出

口 2,984.9 億美元，同比增長 5.1%，其中，面料出口額增長 4.9%，但棉機織物的出口卻

下降了 5.7%，而面料出口的增長也主要來自對東南亞國家聯盟（東盟）、非洲和大洋洲

的出口，對這三個地區的出口同比分別增長了 10.48%、11.03%和 21.29%，對美國、歐

洲的出口僅增加了約 1%。出口地區和結構資料反映出受經濟環境和棉花價格影響，高

端面料市場的恢復較為緩慢。 

 

二零一四年四月五日，國家宣佈停止棉花收儲政策，中外棉花差價從 2013 年年底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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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降低到目

前的 2,800 元/噸左右。受此影響，雖 2014 年中間有所波動，但國內棉花價格從年初的

19,530 元/噸左右， 逐漸下降到 2014 年年底的人民幣 13,500 元/噸左右，下降了約 31%。

雖然從長遠看，棉花收儲政策的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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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國內棉

花價格的波動和下降，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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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棉花進銷項稅“高征低扣＂問題於二零一四年在絕大部分棉紡產業省份得到解

決；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部分紡織品出口退稅率也由 16%上調到 17%，該政策

將惠及 95%的紡織企業。這些政策的力度及對行業的影響雖有待觀察，但已反映出中國

紡織企業生存環境逐步優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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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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堅持以我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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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節

能降耗、降低成本，以保證公司生產經營的正常運行。 

 

二零一四年，本集團在內部管控方面可謂成效顯著。集團面料生產的絕對效率創紀錄地

超過了 90%，產量增加了近 10%；全年實現開工率 100%，訂單率 98%，產銷率 103%；

通過年內開展的多項節能、技改、降耗等措施，據測算可節約可控性成本數百萬元。同

時，公司上市所得款投資項目“10 萬紗錠新型紡紗設備項目＂於二零一四年已全部達

產，無疑亦將有利提高公司的盈利能力。這些因素對二零一四年本集團毛利率有正面影

響，但即便如此，本集團盈利能力受行政開支增加和匯兌收益下降等影響，仍出現較大

程度的下降。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主營業務收入約為人民幣 759.8 百萬元，比去年的約人民幣 774.6
百萬元減少約 1.9%。收入下降主要是由產品售价下降所致；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利

約為人民幣 7.6 百萬元，較二零一三年的約人民幣 21.6 百萬元下降約 64.6%，本公司溢

利下降主要是由國際和國內經濟的下滑而導致本集團紡織產品平均售價的下降、行政開

支增加及汇兑收益减少所致。 

 
本集團管控和經營指標的明顯分化，充分體現出紡織企業經營形勢和市場環境的嚴峻

性。 

 

二零一四年，本集團再次位列「2013-2014 年度中國棉紡織行業競爭力 20 強企業」第 6
位，並獲得“2014 年度中國紡織工業聯合會產品開發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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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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的主要產品之收

入、毛利和毛利率的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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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70 39,235 19.6%
 

210,652 
  

28,993  13.8%

小提花坯布 528,908 62,613 11.8%
 

526,771 
  

60,042  11.4%

加工費收入 23,382 526 2.2%
 

24,842 
  

2,386  9.6%

其它 6,840 636 9.3%
 

12,312
  

1,804 14.7%

合計 759,800 103,010 13.6%
 

774,577 
  

93,225  12.0%

       
       

本集團的毛利率自二零一三年的約 12.0%增加至二零一四年的 13.6%，增加約 1.6 個百

分點。本集團的主要產品毛利率及總體毛利率上漲主要是由於：原料成本下降導至成本

下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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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分銷成本與去年持平約人民幣13.4百萬

元。 
 
行政開支 
 
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行政開支約為人民幣65.2百萬元，與二

零一三年的人民幣53.7百萬元相比增加約22%。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研發費用增加及計提

壞賬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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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融資成本 

 
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淨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19.8百萬元，原

因是與去年相比，融資成本的增加以及融資收益减少所致。截止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年度，本集團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21.6百萬元，較二零一三年約人民幣19.9百萬

元增加約人民幣1.7百萬元。主要是貸款增加導致利息支出增加所致；融資收入約為人民

幣1.8百萬元，較二零一三年約人民幣20.1百萬元减少約人民幣18.3百萬元，主要是2014
年随着外币贷款的归还其匯兌收益比上一年减少所致。 
 
稅項 
 
本集團稅項由二零一三年的約人民幣10.6百萬元減少約90.8%，至回顧期內的約人民幣

1.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應稅利潤減少所致。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本期溢利 
 
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公司股東應佔溢利約為人民幣 7.6 百萬元，

較二零一三年的人民幣 21.5 百萬元下降約 64.6%。溢利減少是由管理費用（研發費用及

計提壞賬準備）增加及匯兌收益減少形成。基於前述因素，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毛利率增加到 13.6%，比去年的約 12.0%增加了約 1.6 個百分點。由此，截至二

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毛利比去年同期增加約 10.5%，比去年同期的約人民

幣 93.2 百萬元增加了約人民幣 9.8 百萬元，至約人民幣 103 百萬元。 
 
流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於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金及現金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22.4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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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百萬元增加約

19.5%。這主要是本公司就其加快回收貨款及增加貸款綜合所致。 
 
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經營活動所產生現金淨額約為人民幣 
89.3百萬元 （二零一三年：約人民幣92.4百萬元），投資活動所用現金淨額約為人民幣

60.2百萬元 （二零一三年：投資活動所產生現金淨額為約人民幣46.3百萬元），融資活

動所產生現金淨額約為人民幣9.1百萬元 （二零一三年：約人民幣172.8百萬元）。於回

顧期內本集團的現金以及現金等值項目增加約人民幣20.0百萬元 （二零一三年：減少約

人民幣34.2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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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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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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集團的平均應收賬款（包括應收票據）周轉期約為40天，與去

年的43天比較有所下降。下降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加大了回收貨款力度。 
 
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的存貨周轉期由去年同期的86天減少至

81天，主要原因是庫存商品减少所致。存貨中庫存商品由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約人民幣65.9百萬元减少到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39.5百萬元。 
 
於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定期貸款(包括融資租賃項下的負債) 約人民幣

241.2 百萬元（二零一三年：約人民幣 267.7 百萬元），其固定年利率為 4.6 %至 7.1%（二

零一三年：4.5 % 至 7.1 %）。於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浮息貸款約人民幣

66.5 百萬元（二零一三年：約人民幣 20 百萬元），其浮動年利率為 6.0%（二零一三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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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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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7 百萬元（二零一三年：約人民幣 287.7 百萬元）。於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持有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約人民幣 122.4 百萬元（二零一三年：約人民幣 102.4
百萬元）。於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率為 30.8%（二零一三年：資產

負債比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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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人民幣 276.4 百萬元（二零一三年：約人民幣

246.6 百萬元）的債務將於一年内到期。 
 
於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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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百萬元（二零一三年：約人民幣87. 9百萬元），

或約佔總額的90.3%（二零一三年：85.8% ）。 
 
資本承擔 
 
除於附註 11 所披露外，於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二零一三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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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員及酬金政策 
 
於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2,941名員工（二零一三年：有2,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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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張紡紗生產車間陸續增加

的新員工。 
 
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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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百萬元（二零一三年：約人民幣115.2百萬元），員工成本增加 
原因主要是為擴張紡紗生產車間增加新員工帶來的工資總額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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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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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五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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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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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零一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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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將淨值約為人民幣 119.5 百萬元的機器及設備用作銀行貸款抵押品（二零一三年：約

人民幣 50.6 百萬元）。除此之外，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融資項下持

有的機器及設備的帳面淨值約為人民幣 69.3 百萬元（二零一三年：約人民幣 76.2 百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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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除於 2014 年 12 月 31 日合併財務情況表列報的權益證券投資，及於 2014 年 6 月 30 日

合併財務情況表列報的短期投資外，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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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本集團於招股章程中所披露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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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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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款項用途 
 
根據招股章程「未來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所述，本公司擬將來自全球所售的所得款項

淨額的一部分用作擴充和升級寬幅無梭織機及配套設備的生產設施，以提高本集團面料

產品的生產能力。本公司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1 億 4 千萬港元（折合人民幣約 1
億 1 千 2 百萬元）。其中約佔所得款項淨額的 66%或約 92 百萬港元（折合人民幣約 74
百萬元）被指定用於以上用途。 
 
然而，由於國際和國內紡織市場需求的繼續低迷，經過本公司考察分析，董事會決定調

整自全球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之部分用途，將原指定用於上述用途的所得款項部分調整

為購買 10 萬紗錠新型紡紗設備用於生產紗線作為本集團的生產原料，以更好地控制目

前生產所需的紗線的成本和供應。預計購買總價格約人民幣 2 億元。剩餘所需資金將以

本集團內部資源及貸款方式解決。有關詳情列載於本公司於二零一三年一月二十三日載

於本公司網站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網站之公告。上述項目已於二零

一二年十一月份啟動，現已投產。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後至本公告日期，無重大事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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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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隨著棉花收儲政策的取

消和相關遺留問題的逐步消化，雖然配額政策仍對棉花進口有一定阻礙，但價格的趨穩

和差價的逐漸縮小，對整個行業的穩定而言都是有利的。 

 
宏觀經濟方面，雖然預測二零一五年中國 GDP 增長將繼續下滑至 7.1%，但全球經濟復

蘇將繼續加快，經濟預計增長 3.8%，比二零一四年提高 0.5%。其中，美國經濟增長 3.1%，

歐元區增長 1.3%，比二零一四年分別提高 0.9%和 0.5%；消費支出和失業率等指標也都

體現出經濟回暖趨勢。 

  
結合宏觀經濟、政策及產業轉型升級和企業自身成長因素，有專家預測，二零一五年紡

織行業有望迎來反轉期。 

 

對於本集團而言，二零一四年，本集團核心產品——大提花面料的毛利率大幅提升了

5.8%，反映出該產品強勁的市場增長和恢復趨勢。同時，“10 萬紗錠新型紡紗設備項

目＂全部達產後，除了滿足本集團面料生產所需，還少量出口了義大利市場。該項目的

投產，不僅為公司面料產品的開發、生產提供了更優質的原料支援，延伸了公司產業鏈

以提升盈利能力，同時亦將有利提高公司靈活面對市場的能力！ 

 

今後，本集團將繼續堅持以市場為導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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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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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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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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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年

度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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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本公司的外部核數

師共同商討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項（包括審閱本公司的本年度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審核委員會確信，本公司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適用的會計準則編制，

並公平呈現本集團於本年度的財務狀況及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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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為每股人民幣 0.0095 元（二零一三年：人民幣 0.0095 元），須

由本公司股東在即將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股東週年大會」）中批准方可作實。 

 
本公司計劃於二零一五年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五)向二零一五年七月八日(星期三)之登記

股東派發股息。股息以人民幣宣派並以港幣支付，支付前按中國人民銀行於二零一五年

七月八日所載人民幣兌港幣之官方匯率兌換為港元。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股東名冊將於二零一五年六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到二零一五年六月二十六日（星

期五）（包括首尾日期）暫停登記，期間不會辦理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出

席股東週年大會並投票的資格，所有過戶文件及有關股票必須於二零一五年六月二十二

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及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 樓。 

 

假設末期股息宣派決議在股東週年大會上通過，本公司股東名冊將於二零一五年七月三

日（星期五）到二零一五年七月八日（星期三）（包括首尾日期）暫停登記，期間不會

辦理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領取上述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表

格連同相關股票須二零一五年七月二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香港股

份過戶及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
樓。 

 
股東週年大會 
 
股東週年大會將在二零一五年六月二十六日（星期五）舉行，股東應參閱本公司將於二

零一五年四月內刊發之通函中關於股東週年大會之詳情，以及隨附的股東週年大會通知

及代表委任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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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披露 
 
本公司年度業績公告及年度報告將在集團網站（http://www.ysltex.com）和聯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刊載，並將適時妥當地派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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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五年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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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以中英版本編制。中英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公佈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