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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07）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
未審核綜合業績。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惟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截至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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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95,632 760,005
銷售成本 (713,840) (570,406)

毛利 181,792 189,599

其他收入 3 3,771 3,838
銷售及分銷成本 (45,467) (44,300)
行政開支 (64,736) (60,913)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8,604 1,186
融資成本 4 (19,010) (9,107)

除稅前溢利 5 64,954 80,303

稅項 6 (7,718) (10,370)

期間溢利 57,236 69,933

股東應佔︰
本公司股本權益 57,236 69,933
少數股東權益 － －

57,236 69,933

中期股息 7 無 無

本公司普通股本權益
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8 8.94港仙 10.93港仙

攤薄 無 10.9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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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09,132 741,696
投資物業 6,908 7,096
預付土地租賃 47,329 39,395
遞延稅項資產 1,941 2,137

非流動資產總額 865,310 790,324

流動資產
存貨 513,931 381,102
應收賬款及票據 9 462,288 312,63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158 4,518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1,135 497
已抵押存款 － 2,14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90,124 172,171

流動資產總額 1,074,636 873,06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0 436,309 221,341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59,740 38,095
應付少數股東款項 114 114
應付稅項 11,893 7,490
貼現票據之銀行墊款 107,153 104,894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30,563 253,456

流動負債總額 945,772 625,390

流動資產淨額 128,864 247,67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94,174 1,037,998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79,544 360,764

非流動負債總額 279,544 360,764

資產淨值 714,630 67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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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
已發行股本 64,000 64,000
儲備 650,525 593,289
擬派末期股息 － 19,840

714,525 677,129

少數股東權益 105 105

股本總額 714,630 67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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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本集團已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採納以下強制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財務擔保合約
準則第 4號（修訂）

根據對於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中有關財務擔保合約之修訂，財務擔保合約
初步按公平值確認，其後則按下列兩項之較高者計算 (i)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 37號所釐定之數額；及 (ii)初步確認數額減去（如適用）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 18號確認之累計攤銷。採納以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並未導致本
集團之中期財務報表出現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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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
用（就本集團財務報表而言）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項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須就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開始應
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事項

本集團預期，採納上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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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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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部資料

分部資料以本集團之主要分類呈報方式按地區分部呈報。由於本集團逾
90%之收益及資產涉及生產及銷售針織布料及色紗及提供相關加工服務，
故此並無披露有關本集團業務分部之資料。

以下概述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財務業績的地區分部分
析，連同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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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審核）
分部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476,972 152,385 106,911 68,214 91,150 895,632
其他收益 240 1,107 1 167 43 1,558

總計 477,212 153,492 106,912 68,381 91,193 897,190

分部業績 92,366 28,151 18,583 12,022 16,043 167,165

利息及其他未分類
收入 2,213

未分類開支 (85,414)
融資成本 (19,010)

除稅前溢利 64,954
稅項 (7,718)

期間溢利 57,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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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香港 台灣 中國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未審核）

分部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364,776 95,854 102,770 91,042 105,563 760,005
其他收益 1,347 354 379 336 390 2,806

總計 366,123 96,208 103,149 91,378 105,953 762,811

分部業績 77,565 21,299 22,817 20,213 23,188 165,082

利息及其他未分類
收入 1,032

未分類開支 (76,704)
融資成本 (9,107)

除稅前溢利 80,303
稅項 (10,370)

期間溢利 6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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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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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審核） 363 463,419 1,448,869 27,295 1,939,946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審核） 1,066 402,286 1,259,271 765 1,663,388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審核） － 981 83,944 26,695 111,620

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審核） 33 3,729 150,947 － 154,709



7

3. 收 益與其他收入

收益（亦指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已售貨品及提供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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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六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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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色紗及

提供相關加工服務 895,632 760,005

其他收入
　貨運服務收入 1,558 2,806
　銀行利息收入 549 166
　總租金收入 742 665
　其他 922 201

3,771 3,838

899,403 763,843

4. 融 資成本

截至二零零六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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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
透支之利息 16,337 7,675

融資租約之利息 2,673 1,432

19,010 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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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 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二零零六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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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存貨之成本 713,756 571,012
提供服務之成本 1,502 2,688
核數師酬金 721 470
研究及開發成本 1,900 1,52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4,640 25,626
投資物業折舊 188 188
預付土地租賃攤銷 444 224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51,462 42,565
股本結算購股權開支 － 2,000
退休金計劃供款 1,811 1,421

53,273 45,986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之最低租金 653 44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74 －
以公平值計算之股本投資虧損 31 －
呆賬準備／撥備 129 －
呆賬準備／撥回 (12,771) (147)
匯兌差異淨額 2,912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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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 項

截至二零零六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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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8 4,760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31) (660)

即期稅項－其他地區
期間支出 4,445 6,149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 121

遞延稅項支出 196 －

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7,718 10,370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7.5%（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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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股 息

董事會議決於期內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8. 每 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間本公司被視為已於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57,236,000
港元（二零零五年六月： 69,933,000港元）及期間之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數 640,000,000股（二零零五年六月： 640,000,000股）計算。

由於期間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期間每股基本盈利構成反攤薄影響，故並無
呈列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期間本公司股本
持有人應佔溢利 69,933,000港元及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41,324,000
股（包括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所採用之 640,000,000股股份，以及假設期間已
行使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而假設經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24,000股）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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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信用期，（惟若干具穩健
財 政 狀 況 、 良 好 還 款 記 錄 及 信 譽 良 好 的 長 期 客 戶 則 享 最 長 120日 的 信 用
期）。過期的賬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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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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本集團應收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及減去撥備計
算）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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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491 100,747
31至 60日 121,965 83,392
61至 90日 59,604 51,530
90日以上 37,228 76,961

462,288 312,630

本集團的應收賬款及票據的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計入上述應收賬款及票據其中 107,153,000港元（二
零零五年︰ 104,894,000港元）已在銀行貼現，以換取現金，並在綜合資產負
債表呈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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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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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073 174,573
91至 180日 41,729 29,861
181至 365日 3,507 16,565
365日以上 － 342

436,309 221,341

本集團的應付賬款及票據的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業績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錄 得 未 審 核 營 業 額 約 為
895,600,000港 元 ， 包 括 布 料 及 染 紗 銷 售 。 整 體 營 業 額 較 去 年 同 期 增 長 約
17.8%，主要由於本集團取得若干新客戶並成功擴大銷售網絡，同時現有
客戶訂單亦有所增長，加上染紗業務規模擴張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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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約為 181,800,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下降約 4.1%。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約由去年
同期約 24.9%減至約 20.3%，跌幅約 4.6個百分點。毛利率減少主要由於市場
競爭使到布料售價下跌，加上進行重組與搬遷機器引致開支及成本增加。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股東應佔純利約為 57,2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18.2%。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純利率由去年同期約 9.2%減至約 6.4%，跌幅約 2.8個百分點。行政及銷售開
支增加約 4.7%，與營業額同步增長。

業務回顧

1. 製造及銷售布料成品與染紗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布料成品與染紗，而期間之營業額約
為 895,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17.8%。

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由於完成擴大生產能力計劃，本集團的針織、
染布及染紗業務之每月產量均增加約 20%至約為 8,000,000磅、 11,000,000
磅及 3,000,000磅。

2. 本集團營業額之地區分析

期間，新加坡、香港、台灣、中國及其他地區之客戶分別佔本集團總
營業額約 53.3%、 17%、 11.9%、 7.6%及 10.2%。其中，新加坡、香港及台
灣的銷售額分別增加約 30.8%、 59%及 4%，這是由於該等地區的客戶服
務提升所致。

業務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拓展不同市場，為更多新品牌供應布料，以及開發新歐洲及
中國市場，致力推動業務增長。在策略上，本集團決定加強拓展成衣製造
業務，將之發展成為本集團未來之增長動力。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維持穩健之財政狀況及充裕的流動資金狀況。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總值及流動比率分別約為 1,074,600,000港元（二零
零五年： 873,100,000港元）及 1.1（二零零五年： 1.4）。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結存總額約為 90,100,000港元（二零零五
年： 174,300,000港元）。流動比率與現金及銀行結存減少，主要受到三至八
月生產高峰期之季節因素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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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包括貼現票據之銀行墊款
約為 107,2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104,900,000港元），總額約為 717,300,000
港元（二零零五年︰ 719,100,000港元），其中 61%（二零零五年︰ 49.8%）須於
一年內償還，而另外 39%（二零零五年︰ 50.2%）須於兩年至五年內償還。於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總額之 12.7%（二零零五年︰ 12.7%）以融
資租賃作扺押。此外，銀行借貸總額之 64%（二零零五年︰ 72.6%）及 36%（二
零零五年︰ 27.4%）分別以港元及美元為貨幣單位。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負債資產比率（即扣除現金及銀行
存款後的銀行借貸與股本之比率）約為 87.8%（二零零五年： 80.4%）。淨負
債資產比率增加主要由於為營運資金隨著期間之收入增長而上升及生產高
峰期之季節效應所致。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形資產淨值約為 714,600,000港元（二零
零五年： 677,200,000港元），包括非流動資產約 865,300,000港元（二零零五
年 ： 790,300,000港 元）、 流 動 資 產 淨 值 約 128,800,000港 元（二 零 零 五 年 ：
247,700,000港元）及非流動負債約 279,5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360,800,000
港元）。

外匯波動之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交易均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貨幣單位，故本集團所
承受之外幣波動風險有限。於回顧期間內，上述貨幣兌港元之匯率相對穩
定。本集團並無就對沖本集團業務所涉及之外匯風險訂立任何遠期外幣合
約。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融資租賃持有的廠房、機器及汽車賬
面淨值合共約 194,9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191,100,000港元）。

資本開支

期 間 ， 本 集 團 於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 以 及 預 付 土 地 租 賃 之 投 資 約 為
111,6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六月： 154,700,000港元），其中約 38.5%（二零零
五年六月： 64.6%）為購買廠房及設備、約 26.5%（二零零五年六月： 26.8%）
為興建新工廠大樓、約 6.6%（二零零五年六月：無）為購置位於中國恩平一
幅土地、約 23.9%（二零零五年六月：無）為於非洲開設製衣廠，而餘款則
為購置其他固定資產。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廠房及設備與在建工程之資本承擔分
別約為 17,8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27,700,000港元）及 7,200,000港元（二零零
五年： 4,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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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持有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約 95,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30,600,000
港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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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 3,950名僱員（二零零五年： 3,100）駐
於中國，另有 103名僱員（二零零五年： 107）駐於香港、澳門及新加坡。僱
員薪酬維持可觀水平，並可獲發不定額花紅。其他僱員福利包括為香港所
有僱員提供公積金，並按各地的法定要求為中國和其他地區僱員提供社會
福利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在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六月：無）。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間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為確保全面遵守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及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守則」）第 A.4.2條之規定，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舉
行的二零零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已提呈特別決議案，修訂本公司組織章程
細則，規定所有董事均須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按董事會意見，遵守及符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守則
的原則與適用規定。有關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之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
五年年報第 13至 18頁。

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的薪酬委員會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育棠先生、朱克
遐女士及古兆權先生，以及兩位執行董事戴錦春先生及戴錦文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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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委員會亦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育棠先生、朱克遐女士
及古兆權先生，以及兩位執行董事戴錦春先生及戴錦文先生。提名委員會
主要負責檢討挑選董事會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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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育棠先生、朱克
遐女士及古兆權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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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討論有關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檢討未審核中
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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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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之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於截至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及有關
董事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公佈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段規定之一切有關資料，  其電子版本將在
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刊登。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本公司股
東寄發及於聯交所網站登載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
告，  當中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規定之資料。

一般資料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戴錦春先生、戴錦文先生、張素雲
女士、黃少玉女士及莊秋霖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育棠先生、朱克
遐女士與古兆權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戴錦春

香港，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