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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在此期間之中期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閱。

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比較，

－ 期間收益增加約7.6%至約1,151,800,000港元；及

－ 期間毛利增加約6.2%至約236,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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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謹代表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審核綜合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上升至1,151,800,000港元（二

零零七年：1,070,500,000港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增長約7.6%。期間毛利增加

約6.2%至約236,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222,200,000港元）。股東應佔純利

減少約19.5%至51,3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63,700,000港元），主要原因是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就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發行之購股權將購股權福利8,700,000

港元入賬，以及中國廠房之經營成本上漲。

受到全球經濟放緩、人民幣升值及生產成本上漲所影響，紡織業於二零零八年上

半年面對種種挑戰。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營運效率雖持續改善，但所帶來之利

好影響因原材料成本、勞工成本及能源成本上漲及人民幣升值而被抵銷。在本集

團於二零零七年七月新設研發中心及市場推廣隊伍之努力下，本集團藉開發新布

料、引入多名新客戶及保持現有客戶增長，令收益較去年同期保持7.6%增幅。

本集團把毛利率維持於約20.5%，與去年同期錄得之20.8%相若。

在這具挑戰性的營商環境下，本集團實施了應對措施以擴闊客戶基礎、提高營運

效率及節省成本。於二零零八年五月，本集團在韓國設立市場推廣附屬公司，從

而在韓國市場上佔據更佳位置及爭取更龐大之市場佔有率。於二零零八年四月，

本集團訂立一項合營協議，與一名獨立第三方在中國湖北省設立一家紡紗廠。合

營公司將由本集團及該名獨立第三方分別實益擁有25%及75%權益。本集團同意

向合營公司注資約人民幣32,500,000元，而合營公司則同意向本集團供應其所有

棉紗產品。透過簽訂此項協議，本集團將能獲得穩定的原材料供應及節省成本。

此外，本集團於中國廣東省恩平市新設之布廠將於二零零八年第四季投產，預期

將提高本集團總產能30%，即提供額外布料年產量約36,000,000磅。開設新布廠

將降低布料製造之外判比例以節省生產成本，以及在生產不同種類產品方面提供

靈活性以滿足當前客戶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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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全球經濟放緩、生產成本上漲及中國政府推行嚴緊之環境控制，帶

動了業界近期出現整固局面，市場日後之競爭將會減弱，繼而有利於本集團之長

遠發展。本集團相信，透過進一步強化成衣業務及穩定原材料供應、於韓國新設

市場推廣附屬公司及中國廣東省恩平市新布廠投產，本集團日後將能保持其競爭

優勢及持續增長。

最後，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股東、投資者及業務夥伴之不斷支持與貢獻，以及員

工努力致以衷心感謝。

主席

戴錦春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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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未審核收益約為1,151,800,000

港元，包括布料、色紗及成衣產品銷售。整體收益較去年同期增長約7.6%，主

要由於本集團藉開拓新市場擴大銷售網絡，現有客戶訂單增長，以及新成衣業務

之訂單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約為236,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上升約6.2%。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約為20.5%，較去

年同期約20.8%下降約0.3個百分點。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薪酬、能源及原材料

等經營成本上漲及人民幣升值所致。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股東應佔純利約為51,300,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19.5%。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純利率由

去年同期約5.9%降至約4.4%，跌幅約1.5個百分點。行政及銷售開支增加約

28.5%，主要原因是將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發行購股權而產生之購股權福利

8,700,000港元入賬、中國員工薪金及工人福利開支增加、二零零七年中於馬達

加斯加增設新成衣廠擴充成衣業務，以及人民幣升值。由於市場借貸息率下調，

因此融資費用由去年同期之22,700,000港元減少23.2%至17,4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1. 製造及銷售針織布料、色紗及成衣產品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針織布料、色紗及成衣產品，而期間之收

益約為1,151,8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7.6%。期間成衣銷售之收益

由去年同期之42,600,000港元增加238.7%至144,300,000港元。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7

2. 本集團收益之地區分析

期間，新加坡、香港、中國、台灣、美國及其他地區之客戶分別佔本集團

總收益約41.9%、14.5%、8.8%、11.9%、11.8%及11.1%。由於台灣之客

戶服務有所提升，故該地區之銷售額增加約60.8%。美國之銷售額增加約

230.9%，主要由於成衣業務引入新客戶所致。

3. 積極開拓海外市場

鑒於全球經濟放緩，本集團積極將業務拓展至可賺取更高邊際利潤與具潛

力之其他海外市場，某些中國、韓國及歐洲新買家已向本集團發出訂單。

業務展望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本集團在韓國設立市場推廣附屬公司，作為拓闊客戶基礎及

加強其於國際市場競爭力之其中一個舉措。

棉紗是本集團之主要原材料，其成本佔本集團營業額逾50%。為保持棉紗之供應

穩定及質量上乘，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四月訂立一項合營協議，與一名獨立第三

方在中國湖北省設立一家紡紗廠。合營公司將由本集團及該名獨立第三方分別實

益擁有25%及75%權益。本集團同意向合營公司注資約人民幣32,500,000元。收

購紡紗業務後，本集團進一步達成縱向整合，縮短生產付貨時間及降低存貨量。

這項協議亦提高了本集團生產鏈之效率，並增添本集團之業務競爭優勢。

與此同時，本集團將持續投放資源提高產量。於中國恩平市新設之廠房將於二零

零八年第四季投產，屆時提供額外產能支持繼續開拓市場。由於現有客戶之訂單

及新客戶均有所增加，故預期日後之營運效率將得到改善，收益亦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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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141,600,000港元（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1,900,000港元）。本集團經常檢討其財務狀況，並透過內

部產生之資源及長期銀行貸款撥付經營資金，以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為93,7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13,2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1倍（二零零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4倍）。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為1,018,400,000港元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82,100,000港元）。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93,7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3,200,000港元）後，本集團之

資產負債比率約為58.3%（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5%）。資產負債比率

上升主要由於營運資金增加之季節性因素所致。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長期貸款為340,8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414,900,000港元），其中包括銀行有期貸款332,300,000港元（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2,100,000港元）及長期融資租賃應付款項8,500,000

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800,000港元）。長期貸款減少主要由於有

期貸款之非流動部分撥入流動負債，以及償還融資租金所致。

外匯及利率波動之風險

本集團約有76.7%（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4.2%）之銷售額乃以

美元列值，而餘下銷售額則以港元及人民幣列值。本集團大部分銷售成本以美

元、港元及人民幣列值。因此，本集團承受因貨幣風險（主要為美元及人民幣）

而產生之外匯風險。於回顧期間，人民幣兌其他貨幣持續升值。管理層密切監察

外匯變動，於有需要時會決定進行合適之對沖活動。於回顧期間，其他貨幣之匯

率一直相當穩定。

本集團之借貸主要以浮動利率計算，會留意利率變動情況。就難以預料之匯率波

動，本集團將於有需要時使用對沖工具作出對沖。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合共約為81,200,000港元（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4,80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乃以融資租

賃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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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期間，本集團於非流動資產之投資約為159,3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102,600,000港元），其中約80.7%（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73.1%）用作購買廠房及機器、約16.5%（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5.9%）用作購買及興建新工廠大樓，而餘款則用作購買其他物業、

廠房及設備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廠房及機器與在建工程之資本承擔分別約為

19,7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000,000港元）及57,900,000港

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5,500,000港元）。按上文所述，本集團可在資

本承擔到期時支付有關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約為16,700,000港元（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200,000港元），均獲信用證支持。本集團向僱員

提供可能在日後長期服務金之或然負債之最高可能金額約為1,600,000港元（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00,000港元）。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本集團於期間內並無進行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4,550名僱員（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150名）駐於中國，5,200名僱員（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80名）駐

於非洲馬達加斯加，150名僱員（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0名）駐於香港、

澳門、新加坡及韓國。僱員薪酬維持可觀水平，並可獲發酌情花紅。本集團亦參

與多項定額供款計劃及保儉計劃，以符合世界各地多個地區法律及規例之法定責

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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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21條作出之披露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之規定，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之貸款協議須予披露，該

貸款協議載有要求本公司控股股東履行責任之契諾。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四月

十三日由本公司（作為擔保人）、其一家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借款人）與一個銀團

（作為貸款人）就一項為數440,000,000港元之四年期貸款融資訂立之貸款協議，

倘若 (a)戴錦春先生及戴錦文先生（彼等分別為最終控股股東及主要股東）不再共

同及實益（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附投票權股本之51%；或 (b)本集團任何成員

公司或其管理層、業務或營運並非或不再由戴錦春先生及戴錦文先生共同控制，

則會出現失責事件。

發生失責事件時，貸款人可宣佈尚未償還之全部或部分貸款連同應計利息及所有

其他應計款項即時到期及須予支付；及╱或根據貸款協議授出之信貸額即時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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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所擁有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本及相關股份而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所須存置之登記冊記錄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佔本公司

身份及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附註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戴錦春先生 1 透過受控制公司 382,600,000 59.36%

戴錦文先生 2 透過受控制公司 96,000,000 14.89%

張素雲女士 3 透過配偶 382,600,000 59.36%

黃少玉女士 4 透過配偶 96,000,000 14.89%

莊秋霖先生 直接實益擁有 300,000 0.05%

陳鍾元先生 透過配偶 1,100,000 0.17%

於本公司購股權之好倉：

直接實益擁有之

董事姓名 購股權數目

戴錦春先生 3,000,000

戴錦文先生 2,000,000

張素雲女士 1,000,000

黃少玉女士 1,000,000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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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佔相聯法團

與本公司 身份及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相關法團名稱 之關係 股份 股份數目 權益性質 百分比

戴錦春先生 Exceed Standard 最終控股公司 普通股 1股面值 直接實益擁有 100%

Limited 1美元之股份

（「Exceed

Standard」）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在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Exceed Standard持有，

該公司由主席兼執行董事戴錦春先生實益擁有。戴錦春先生為戴錦文先生之胞弟，而

張素雲女士則為戴錦春先生之配偶。

2. 該等股份由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Power Strategy Limited（「Power Strategy」）

持有，該公司由戴錦文先生實益擁有。

3.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素雲女士被視為透過其配偶戴錦春先生之權益而擁有該等股

份之權益。

4.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少玉女士被視為透過其配偶戴錦文先生之權益而擁有該等股

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概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記錄

之權益或淡倉，亦無擁有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一節及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

所披露者外，各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於期間內任何時間內概無獲

授予可藉購入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益之權利，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

司、其任何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取得

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該等權利。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13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載列如

下：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本公司股份

參與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於授出日期

姓 名 或 類 別 一月一日 期間行使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之價格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董事

戴錦春 3,000,000 － 3,000,000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至 1.28港元 1.24港元
十月六日 二零一四年十月五日

戴錦文 2,000,000 － 2,000,000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至 1.28港元 1.24港元
十月六日 二零一四年十月五日

張素雲 1,000,000 － 1,000,000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至 1.28港元 1.24港元
十月六日 二零一四年十月五日

黃少玉 1,000,000 － 1,000,000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至 1.28港元 1.24港元
十月六日 二零一四年十月五日

小計 7,000,000 － 7,000,000

非董事僱員

合計 9,787,000 (435,000) 9,352,000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至 1.28港元 1.24港元
十月六日 二零一四年十月五日

39,950,000 － 39,950,000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日至 2.47港元 2.34港元
十一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二月一日

49,737,000 (435,000) 49,302,000

其他

合計 540,000 (20,000) 520,000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至 1.28港元 1.24港元
十月六日 二零一四年十月五日

2,500,000 － 2,500,000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日至 2.47港元 2.34港元
十一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二月一日

3,040,000 (20,000) 3,020,000

總計 59,777,000 (455,000) 59,3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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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購股權之歸屬期由授出日期起至行使期開始止。

2. 購股權行使價於供股或發行紅股或本公司股本出現其他類似變動時可予調整。

3. 本公司股份於緊接購股權行使日前之加權平均收市價為2.46港元。本公司股份於緊接

購股權授出日前之收市價為2.34港元。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須

存置之權益登記冊所記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及購股權5%或以上之權益如下：

好倉：

所持 佔本公司已發行

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附註）

Exceed Standard 直接實益擁有 382,600,000 59.36%

Power Strategy 直接實益擁有 96,000,000 14.89%

附註： Exceed Standard與戴錦春先生之關係以及Power Strategy與戴錦文先生之關係已於

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除董事（其權益載

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及「購股權計劃」兩節）外，概無任

何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登

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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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間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巿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規定。

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現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朱克遐女士（主席）、陳育棠先

生及陳鍾元先生，以及兩位執行董事戴錦春先生及戴錦文先生。古兆權先生已於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辭任薪酬委員會成員。薪酬委員會主要負責檢討所有執行董

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遇，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確保薪酬合理及不會偏

高。

提名委員會現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鍾元先生（主席）、朱克遐女

士及陳育棠先生，以及兩位執行董事戴錦春先生及戴錦文先生。陳鍾元先生於二

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起擔任提名委員會新主席，而古兆權先生則由二零零八年

五月二十六日起不再擔任提名委員會主席，並已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辭任提名

委員會成員。提名委員會主要負責檢討董事會成員之挑選及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以確保提名合適的個別人士填補董事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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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現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育棠先生（主席）、朱克遐女

士及陳鍾元先生。古兆權先生已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辭任審核委員會成員。審

核委員會已跟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處理方法，並討論有關內部

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未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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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

行為守則。根據向全體董事作出之特別查詢，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

則。

批准未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跟管理層討論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並在提交董事會以供批准

前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未

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六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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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收益 3 1,151,796 1,070,513
銷售成本 (915,757) (848,266)

毛利 236,039 222,247

其他收入 3 7,175 9,367
銷售及分銷成本 (53,966) (53,512)
行政開支 (118,571) (80,711)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372 (3,822)
融資成本 (17,406) (22,655)

除稅前溢利 4 53,643 70,914

稅項 5 (3,380) (7,307)

期間溢利 50,263 63,607

股東應佔：
本公司普通股本權益 51,256 63,667
少數股東權益 (993) (60)

50,263 63,607

中期股息 6 無 無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7 8.0港仙 9.9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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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256,276 1,043,504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64,230 58,380
無形資產 2,812 2,105

非流動資產總額 1,323,318 1,103,989

流動資產
存貨 735,646 491,150
應收賬款及票據 9 538,873 296,30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2,786 28,37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464 703
衍生金融工具 3,740 6,913
應收少數股東款項 83 101
已抵押存款 8,823 12,887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93,663 113,182

流動資產總額 1,444,078 949,61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0 523,715 232,280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83,658 60,131
衍生金融工具 3,292 4,842
應付稅項 14,162 13,280
貼現票據之銀行墊款 9 115,023 39,025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562,615 328,116

流動負債總額 1,302,465 677,674

流動資產淨額 141,613 271,93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64,931 1,375,925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40,794 414,946
遞延稅項負債 752 712

非流動負債總額 341,546 415,658

資產淨值 1,123,385 960,267

股本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
已發行股本 64,458 64,413
儲備 1,033,385 850,881
擬派末期股息 － 27,698

1,097,843 942,992
少數股東權益 25,542 17,275

股本總額 1,123,385 96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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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

法定 匯率

已發行 股份 購股權 資本 公積金 波動 保留 擬派 少數股東

股本 溢價賬 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溢利 末期股息 總額 權益 總股本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已審核） 64,000 122,429 5,300 104,804 23,204 40,004 413,077 25,600 798,418 317 798,735

期間溢利 － － － － － － 63,667 － 63,667 (60) 63,607

少數股東之貢獻 － － － － － － － － － 6,950 6,950

二零零六年末期股息 － － － － － － － (25,600) (25,600) － (25,600)

轉撥至法定公積金儲備 － － － － 2,961 － (2,961) － － － －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審核） 64,000 122,429 5,300 104,804 26,165 40,004 473,783 － 836,485 7,207 843,692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已審核） 64,413 128,237 6,833 104,804 27,803 92,034 491,170 27,698 942,992 17,275 960,267

匯兌調整 － － － － － 122,011 － － 122,011 2,361 124,372

期間直接在權益確認

之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 － 122,011 － － 122,011 2,361 124,372

期間溢利 － － － － － － 51,256 － 51,256 (993) 50,263

期間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 － 122,011 51,256 － 173,267 1,368 174,635

少數股東之貢獻 － － － － － － － － － 6,899 6,899

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 － － － － － － － (27,698) (27,698) － (27,698)

發行股份 45 537 － － － － － － 582 － 582

行使購股權時轉撥至

股份溢價賬 － 103 (103) － － － － － － － －

以權益支付購股權之安排 － － 8,700 － － － － － 8,700 － 8,700

轉撥至法定公積金儲備 － － － － 1,343 － (1,343) － － －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審核） 64,458 128,877 15,430 104,804 29,146 214,045 541,083 － 1,097,843 25,542 1,12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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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7,111) (108,13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47,010) (93,267)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32,637 163,371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之減少淨額 (21,484) (38,03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113,182 193,076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1,965 －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93,663 155,042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93,663 15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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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呈報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等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使用的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本集團已採納以下於二

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期間之強制性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詮釋第11號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權安排

－詮釋第1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利益資產

－詮釋第14號 限額、最低資資本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本集團已就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作出評估，並指出並無對

本集團之業績及財政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該等於中期財務報表涵蓋期間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且與本集團財務

報表有關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以股份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部資料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可沽售金融工具及

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可沽售金融工具及

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金融工具：呈列－可沽售金融工具及

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可沽售金融

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於合作實體之股東股份及相類工具

－詮釋第2號（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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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呈報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預期，採納上文所列之已頒佈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初次應用期間之財務報表造

成任何重大影響。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分部資料之主要呈報方式為地區分部（即按客戶所在地劃分）。

以下概述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財務業績的地區分部分析，連同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比較數字：

(i) 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地區分部

新加坡 香港 台灣 中國 美國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審核）

分部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482,382 166,797 137,481 101,566 136,125 127,445 1,151,796

其他收入 619 730 1 165 8 119 1,642

總計 483,001 167,527 137,482 101,731 136,133 127,564 1,153,438

分部業績 91,009 33,418 26,878 20,013 25,825 24,793 221,936

利息及其他未分類收入 5,533

未分類開支 (156,420)

融資成本 (17,406)

除稅前溢利 53,643

稅項 (3,380)

期間溢利 5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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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i) 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地區分部（續）

新加坡 香港 台灣 中國 美國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審核）
分部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525,520 158,403 85,483 115,580 41,136 144,391 1,070,513
其他收入 1,441 2,010 2 158 15 53 3,679

總計 526,961 160,413 85,485 115,738 41,151 144,444 1,074,192

分部業績 92,091 30,388 15,316 20,864 7,384 25,922 191,965

利息及其他
未分類收入 5,688

未分類開支 (104,084)
融資成本 (22,655)

除稅前溢利 70,914
稅項 (7,307)

期間溢利 63,607

(ii) 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之地區分部

新加坡 香港 中國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未審核） 517 518,988 2,146,003 101,888 2,767,396

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審核） 152 308,769 1,658,652 86,026 2,053,599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審核） 47 2,686 155,051 1,528 159,312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審核） 22 207 91,169 11,190 10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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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與其他收入

收益（亦指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本集團銷售貨品及提供服務，減退貨及貿易折扣之發票

淨值。集團內公司間之一切重大交易已於合併賬目時對銷。

收益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收益

生產及銷售針織布料、色紗

及成衣產品以及

提供相關加工服務 1,151,796 1,070,513

其他收入

貨運服務收入 1,642 3,679

銀行利息收入 355 552

總租金收入 265 301

其他 4,913 4,835

7,175 9,367

1,158,971 1,07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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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銷售存貨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915,757 812,748

研究及開發成本 3,291 2,056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61,037 39,509

無形資產攤銷 190 －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攤銷 701 583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03,318 76,325

股本結算購股權開支 8,700 －

退休金計劃供款 4,635 2,048

116,653 78,373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之最低租金 1,050 1,15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虧損 (347) 321

公平值虧損淨額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持作買賣 239 377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沖條件之交易 827 －

應收賬款之減值 784 －

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撥回 (285) (112)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833)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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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即期稅項－香港

期間支出 1,931 4,325

即期稅項－其他地區

期間支出 2,627 2,941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1,218) －

遞延稅項支出 40 41

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3,380 7,307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17.5%）計算。其他地區之稅項乃根據各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6. 股息

董事會議決於期間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51,256,000港元（截至二零

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3,667,000港元）及被視為已於期間內發行之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644,475,000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40,000,000股）計

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該等期間

之每股基本盈利構成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該等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7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淨值變動分析如下：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已審核） 1,043,504

添置╱轉撥 158,654

出售 (197)

折舊 (61,037)

匯兌調整 115,352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未審核） 1,256,276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未獲得其樓宇之中四座賬面淨值約為3,700,000

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00,000港元）之廠房之業權證書。上述樓宇及

建築物佔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總值少於1%。本公司董事戴錦春先生及戴錦

文先生與本公司兩位主要股東（分別由戴錦春先生及戴錦文先生實益擁有）已各自就上

述樓宇╱建築物共同及個別向本集團作出彌償保證（附註13(b)）。

9. 應收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交易條款一般會有最長60日的免息信用期（惟若干具穩健財政狀況、

良好還款紀錄及信譽良好的長期客戶則享最長120日的信用期）。過期結餘會由高級

管理人員定期檢閱。基於以上所述及本集團的應收賬款及票據涉及眾多不同的客戶，

故並無重大集中的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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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票據（續）

於結算日，本集團應收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計算及已扣除撥備淨額如

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已審核）

30日內 247,752 131,612

31至60日 187,461 91,302

61至90日 72,290 49,244

90日以上 31,370 24,142

538,873 296,300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及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計入上述應收賬款及票據之115,023,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9,025,000港元）已在銀行貼現以換取現金，並於綜合資產負債表

列入為「貼現票據之銀行墊款」。

10.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結算日，本集團應付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已審核）

90日內 430,640 191,024

91至180日 92,964 39,152

181至365日 111 2,016

365日以上 － 88

523,715 232,280

應付賬款及票據乃免息，一般須在平均信用期90至120日內繳付。本集團之應付賬款

及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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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或然負債

(a) 於結算日，在財務報表中未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已審核）

獲信用證支持之附追索權貼現票據 16,682 39,179

(b) 本集團就根據香港僱傭條例可能日後須向僱員提供長期服務金而承擔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最高潛在金額為1,573,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504,000港元）。或然負債產生乃因於結算日，若干現職僱員於本

集團之服務年期，已達到根據香港僱傭條例於若干情況下終止受僱時領取長期

服務金之規定。本公司並未就有關潛在付款確認撥備，原因為本公司認為有關

情況不大可能導致本集團日後出現重大資源流出。

12. 承擔

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承擔如下：

資本承擔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已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購買機器 19,684 44,071

在建工程 57,856 85,472

77,540 12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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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連人士交易

(a) 本集團於期間曾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重大交易：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向戴錦春先生及戴錦文先生支付

有關辦公室及員工宿舍之租金開支 186 136

本集團與本公司董事戴錦春先生及戴錦文先生就租賃辦公室及員工宿舍訂立租

賃協議，租期兩年，月租合共為31,000港元，乃按當時市場租金釐定。

(b) 本公司董事戴錦春先生及戴錦文先生已各自與本公司兩位主要股東（分別由戴錦

春先生及戴錦文先生實益擁有）就本集團若干樓宇╱建築物共同及個別向本集團

作出彌償保證，有關詳情見財務報表附註8。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6,082 5,693

離職後福利 48 42

6,130 5,735

14. 批准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已獲董事會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六日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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