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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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AM H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307）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益增加0.9%至4,100,200,000港元

• 毛利增加13.5%至668,800,000港元

•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純利減少12.0%至100,900,000港元；倘撇除二
零一一年有關出售本集團於馬達加斯加採礦項目部分股本權益之一次
性收益，則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相關純利微跌約0.9%

• 建議末期股息為每股 2.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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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
之年度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4 4,100,160 4,065,355

銷售成本 (3,431,315) (3,475,905)  

毛利 668,845 589,450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41,790 24,468
銷售及分銷開支 (146,577) (111,751)
行政開支 (375,408) (319,881)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15,182) 10,19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2,797
融資成本 (43,483) (41,52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6,146) (6,66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517) (2,500)  

除稅前溢利 5 122,322 154,584

所得稅開支 6 (12,936) (27,352)  

年內溢利 109,386 127,232  

股東應佔：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 100,884 114,587
非控股權益 8,502 12,645  

109,386 127,232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11.6港仙 13.2港仙  

攤薄 11.6港仙 13.2港仙  

股息詳情於本公佈附註 7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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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 109,386 127,232  

其他全面收入
出售附屬公司時變現外匯儲備 2,528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103,112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111,914 230,344  

股東應佔：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 103,412 215,316
非控股權益 8,502 15,028  

111,914 23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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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80,299 1,622,43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9,261 72,109
無形資產 – –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26,895 33,041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47,331 48,848
預付款項 7,381 –
長期應收款項 15,387 –
已付按金 26,728 27,553
遞延稅項資產 5,835 5,020  

非流動資產總額 2,079,117 1,809,001  

流動資產
存貨 770,559 899,011
應收賬款及票據 9 689,124 872,46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3,091 56,124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596 159
衍生金融工具 69 1,960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36,300 14,505
可收回稅項 2,887 748
已抵押存款 2,174 121,790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494,648 553,108  

流動資產總額 2,049,448 2,519,86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0 561,623 812,820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18,607 131,529
衍生金融工具 32 6,614
應付聯營公司股東之貸款 – 77,800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112 –
應付稅項 27,580 46,009
貼現票據之銀行墊款 9 – 114,783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889,580 491,513  

流動負債總額 1,600,534 1,681,068  

流動資產淨額 448,914 838,80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528,031 2,647,801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563,165 752,775
遞延稅項負債 752 697  

非流動負債總額 563,917 753,472  

資產淨值 1,964,114 1,89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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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
已發行股本 86,992 86,992
儲備 1,820,767 1,746,062  

1,907,759 1,833,054

非控股權益 56,355 61,275  

股本總額 1,964,114 1,89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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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其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本財務報表亦根據歷史成本常
規編製，惟已按公平值計算之股本投資及衍生金融工具除外。本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
元」）呈報，而除另有指明外，所有價值均調整至最接近之千位。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載有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乃就與本公司相同之報告期編製，所用之會計
政策亦與本公司者一致。附屬公司之業績自收購日期（即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起綜合
計算，並繼續綜合計算直至本集團不再擁有該控制權之日止。集團內公司間所有結餘、
交易、集團內公司間交易產生之未變現收益及虧損以及股息乃於綜合賬目時悉數對銷。

附屬公司內之全面收入總額乃歸於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會導致出現虧絀結餘。

在附屬公司享有之所有者權益之變更，若不導致喪失控制權，則以權益交易方式入賬。

倘本集團失去對一間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終止確認 (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
負債、(ii)任何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及 (iii)於股本內記錄之累計換算差額；及確認 (i)所收
代價之公平值、(ii)所保留任何投資之公平值及 (iii)損益中任何因此產生之盈餘或虧絀。
先前於其他全面收入內確認之本集團應佔部分重新分類至綜合全面收益表或保留溢利
（如適用）。

2.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內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嚴重高通脹及移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金融資產轉讓」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遞延稅項：
收回相關資產」之修訂

除下文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之修訂影響作出之進一步闡釋外，採納該等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財務報表構成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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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規定，已轉讓惟尚未終止確認之金融資產須作出額外披露
以便本集團財務報表使用者瞭解該等尚未終止確認之資產與其相關負債之關係。此外，
修訂亦規定須就實體持續參與終止確認資產作出披露以令使用者得以評估有關參與之
屬性及相關風險。

3. 營運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劃分成不同業務單位，有下列三個報告營運分部：

(a) 布料產品分部從事生產及銷售針織布料、色紗及提供相關加工服務；

(b) 成衣產品分部從事生產及銷售成衣產品及提供相關加工服務；及

(c) 「其他」分部包括提供空運及海運服務及採礦。

管理層會分開監察本集團營運分部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方面作出決定。分
部表現乃根據經調整之除稅前溢利╱（虧損）而計量之報告分部溢利來作評估。

分部間收益及轉撥乃參考向第三方進行銷售時所用之售價，並按當時之市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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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布料 成衣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3,745,038 355,122 – 4,100,160
分部間收益 94,766 – – 94,766    

3,839,804 355,122 – 4,194,926

對銷分部間收益 (94,766) 

收益總額 4,100,160 

分部溢利 151,674 15,125 841 167,640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 (2,528) – (2,528)
銀行利息收入 8,346 10 – 8,356
融資成本 (43,095) (357) (31) (43,48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6,146) – – (6,14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 – (1,517) (1,517)    

除稅前溢利╱（虧損） 110,779 12,250 (707) 122,322
所得稅開支 (12,677) (139) (120) (12,936)    

年內溢利╱（虧損） 98,102 12,111 (827) 109,386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3,881,864 163,043 3,597 4,048,504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26,895 – – 26,895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47,331 47,331
遞延稅項資產 5,835 – – 5,835    

資產總額 3,914,594 163,043 50,928 4,128,565    

分部負債 2,140,129 19,876 3,694 2,163,699
遞延稅項負債 752 – – 752    

負債總額 2,140,881 19,876 3,694 2,164,451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227,982 3,873 7 231,86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45 4 – 49
應收賬款減值 17,880 – – 17,880
應收賬款撇銷 154 – – 154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459) – – (459)
資本開支* 501,030 3,612 6 504,648    

*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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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布料 成衣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3,816,115 249,240 – 4,065,355
分部間收益 69,045 – – 69,045    

3,885,160 249,240 – 4,134,400

對銷分部間收益 (69,045) 

收益總額 4,065,355  

分部溢利 169,827 16,913 369 187,109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 12,797 12,797
銀行利息收入 5,348 24 – 5,372
融資成本 (41,157) (227) (142) (41,52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6,668) – – (6,66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 – (2,500) (2,500)    

除稅前溢利 127,350 16,710 10,524 154,584
所得稅開支 (26,147) (1,160) (45) (27,352)    

年內溢利 101,203 15,550 10,479 127,232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4,116,704 121,686 3,570 4,241,960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33,041 – – 33,041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48,848 48,848
遞延稅項資產 5,020 – – 5,020    

資產總額 4,154,765 121,686 52,418 4,328,869    

分部負債 2,385,973 39,304 8,566 2,433,843
遞延稅項負債 697 – – 697    

負債總額 2,386,670 39,304 8,566 2,434,540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204,450 4,535 9 208,99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之虧損╱（收益） (111) 22 – (89)
應收賬款減值 3,142 – – 3,142
應收賬款撇銷 416 – – 416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1,900) – – (1,900)
存貨減值 31,883 – – 31,883
資本開支* 231,848 242 51,748 283,838    

*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添
置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以及向聯營公司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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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新加坡 1,273,757 1,291,971

香港 819,934 744,520

韓國 721,656 755,169

中國大陸 388,011 561,896

台灣 274,773 351,493

其他 622,029 360,306  

4,100,160 4,065,355  

上述收益資料乃按客戶所在地計算。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1,959,721 1,691,550

香港 92,669 91,940

馬達加斯加 4,789 19,755

新加坡 192 75

其他 524 661  

2,057,895 1,803,981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按資產所在地計算，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本集團最大客戶之收益少於本集團收益總
額之10%。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434,407,000港元之收益來自向一名單一客戶
之布料產品分部銷售及成衣產品分部之加工服務，包括向已知與該客戶受共同控制之一
組實體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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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及盈利淨額

收益（亦指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已售貨品（減退貨及貿易折扣）及本集團提供服務之發票淨
值。

收益、其他收入及盈利淨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生產及銷售針織布料、色紗
及提供相關加工服務 3,745,038 3,816,115

生產及銷售成衣產品及提供相關加工服務 355,122 249,240  

4,100,160 4,065,355  

其他收入
貨運服務收入 6,019 4,830

銀行利息收入 8,356 5,372

總租金收入 255 497

其他 20,217 19,571  

34,847 30,270  

盈利淨額
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持作買賣 5 437 (448)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沖條件
惟年內已到期之交易 5 6,469 (700)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沖條件
及未到期之交易 5 37 (4,654)  

6,943 (5,802)  

其他收入及盈利淨額 41,790 24,468  



– 12 –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存貨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3,431,315 3,475,905

研究及開發成本 6,900 6,301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230,030 207,266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1,832 1,728

員工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397,733 342,930

退休金計劃供款 22,742 19,081  

420,475 362,011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之最低租金 8,759 7,24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收益）* 49 (89)

應收賬款減值* 17,880 3,142

應收賬款撇銷* 154 416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459) (1,900)

存貨減值 – 31,883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2,528 –

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持作買賣 (437) 448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沖條件惟年內已到期之交易 (6,469) 700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沖條件及未到期之交易 (37) 4,654

匯兌差異淨額* (5,291) (11,769)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之補助收入 (1,709) (2,381)  

* 該等金額計入綜合收益表項下「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銷售存貨及提供服務之成本包括504,049,000港元之折舊及員工成本（二零一一年：442,927,000

港元）（已分別計入上文分開披露之相關總額）以及存貨減值零元（二零一一年：31,883,000

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研究及開發成本包括 5,855,000港元之折舊及員
工成本（二零一一年：5,505,000港元），已分別計入上文分開披露之相關總額。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可用作扣減往後年度退休金計劃供款之
已沒收供款（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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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
年內支出 8,796 13,06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359) (2,229)

即期稅項－其他地區
年內支出 6,227 18,29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32 56

遞延稅項抵免 (760) (1,832)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12,936 27,352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一一年：16.5%）作出撥
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所有中國大陸企業之企業所得稅
率統一為25%。

根據中國國務院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發出之《國務院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
優惠政策的通知》，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於中國大陸經營之附屬公司屆時享
有之優惠所得稅率將逐步過渡為25%之適用稅率。

年內，本公司之兩家中國附屬公司恩平錦興紡織印染企業有限公司（「恩平錦興」）及恩平
錦立紡織漂染有限公司（「恩平錦立」）於中國獲減免50%企業所得稅。經稅率減半後，恩平
錦興及恩平錦立之適用稅率為12.5%。

7. 股息

本年度擬派之末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2.7港仙（二零一一年：3.3港仙），合計約23,500,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約28,700,000港元），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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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100,884,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114,587,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869,919,000股（二零一一年：加權平均
869,917,904股）計算。

由於尚未行使購股權對所列每股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故並無就攤薄調整截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
人應佔年內溢利114,587,000港元計算。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亦用於計算每股基本
盈利），以及假設於視作行使或將所有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兌換為普通股時無償發行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基準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100,884 114,587  

股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二零一一年︰加權平均數） 869,919,000 869,917,904

攤薄效應－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不適用 7,863  

869,919,000 869,925,767  

9. 應收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及票據 712,214 878,604
減值 (23,090) (6,141)  

689,124 872,463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交易條款一般會有最多兩個月之免息償還信用期（惟若干具穩健財政
狀況、良好還款紀錄及信譽良好之長期客戶則享最長四個月之信用期）。本集團繼續對
未結清之應收款項進行嚴密監控，並設有信貸監控部門以將信貸風險減至最小。過期賬
款會由高級管理人員定期檢閱。基於以上所述及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及票據涉及眾多不同
客戶，故並無重大集中之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應收賬款及票據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或其他信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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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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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值撥備如
下：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256,066 336,470

1至2個月 230,993 231,916

2個月以上 202,065 304,077  

689,124 872,463  

計入上述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賬款及票據之零元（二零一一年：114,783,000

港元）款項已向銀行貼現以換取現金，並計入綜合財務狀況表中之「貼現票據之銀行墊
款」。

10.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應付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499,108 702,965

3至6個月 58,828 106,749

6個月以上 3,687 3,106  

561,623 812,820  

應付賬款及票據乃免息，一般須在二至四個月償還信用期內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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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數據，二零一二年一月至十一月期間中國紡織及成衣出口
總額約為2,308億美元，微升2.1%（二零一一年一月至十一月：21.2%）。出口情況
暗淡主要由於美國及歐盟市場復甦緩慢，最終影響本年度消費意慾。鑒於海外
經營環境未有顯著改善跡象，需求滯緩致使中國紡織及成衣業於二零一二年
舉步為艱。然而，本集團經營策略靈活，生產規模龐大，成功抵抗所有不利因
素，增強我們於市場之顯着地位，於本年度搶佔龐大市場份額。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本 集 團 整 體 收 益 增 長 約 0.9%至
4,100,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065,400,000港元）。毛利增長約13.5%至668,8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589,500,000港元），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純利則為
100,9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約12.0%（二零一一年：114,600,000港元）。倘撇除二
零一一年有關出售我們於馬達加斯加採礦項目部分股本權益之一次性收益
12,800,000港元，則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本公司核心紡織及成衣業務之相關純
利較去年同期僅微跌約 0.9%。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地區銷售表現出色，香港及
孟加拉市場分別錄得溫和增長 10.1%及76.0%。為分散本集團長遠營運風險，本
集團於本年度按策略進軍如俄羅斯（增長為204.8%）等新地區市場，並取得顯著
成果。

相較二零一一年，年內棉紗價格大幅下跌，徘徊於較穩定水平，致使紡織及成
衣製品整體平均售價（「平均售價」）向下調整。為減輕平均售價下跌之影響，本
集團自此一直實行促銷及市場推廣策略，藉此向全球客戶推廣本集團適時為
客戶度身訂制之優質服務。該策略取得顯著成效，其後帶動訂單數量上升，有
助抵銷平均售價之影響，於本年度延續優秀收益表現。

本集團於年內全方位實行有效成本控制機制，包括生產線自動化及審慎存貨
管理制度。此外，訂單數量上升產生規模經濟效益，有助削減生產開支。凡此
種種因素，均有助推動本集團毛利率由去年 14.5%改善至16.3%。純利率由去年
2.8%降至2.7%（撇除二零一一年一次性出售收益約12,800,000港元），主要由於銷
售及分銷成本以及年內涉及處理訂單數量增加之銀行費用、於中國之薪酬及
員工福利以及其他行政開支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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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展

本集團深信，正值陰霾滿佈之際，專注創新及研發新產品對維持自身競爭力尤
其重要。藉着洞悉高檔功能布料（即多功能棉滌混紡）之市場需求，本集團加緊
興建於中國恩平之新印花及人造纖維廠，預期該廠將於二零一三年次季落成。
新工廠旨在增強本集團議價能力，並於可見未來擴大利潤率。基於手頭訂單充
裕，新產品線預期可即時貢獻溢利。

新工廠旨在加強本集團作為一站式布料解決方案供應商之能力，進一步減少
本集團對加工商之依賴，且長遠而言，有助大幅減省成本及擴大本集團收益及
利潤。因應外部市場需求，本集團期盼進一步擴展其現有恩平生產設施，促成
日後研發其他布料相關產品，從而進一步改善產能。

前景

展望將來，董事會相信紡織及成衣業將延續整合之趨勢。透過專注擴展核心紡
織業務，本集團將繼續堅決提升其長期競爭力及產能。透過提升機器效能，本
集團繼續全方位推行自動化及減省成本，同時實行嚴謹存貨管理政策。此等措
施將確保財務狀況穩健，助就本集團未來發展。

隨着本集團推行業務擴充發展策略，加上財務實力雄厚，有助發掘其他增值業
務範疇，本集團有信心，其業務模式有利本集團抓緊市場持續整頓帶來之裨
益，並將繼續為股東實現可持續盈利能力。

財務回顧

收益

整體銷售收入為4,100,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065,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約0.9%。收益錄得輕微增長主要由於香港及孟加拉市場銷售訂單上升。本
集團於本年度亦成功取得新訂單。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為668,8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589,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3.5%。
毛利率由去年 14.5%改善至16.3%，主要由於規模經濟效益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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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利及純利率

本年度純利為 109,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27,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4.0%。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純利則為100,9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約
12.0%（二零一一年：114,600,000港元）。倘撇除二零一一年有關出售我們於馬達
加斯加採礦項目部分股本權益之一次性收益 12,800,000港元，則普通股本持有
人應佔本公司核心紡織及成衣業務之相關純利較去年同期僅微跌約0.9%。純
利率由去年 3.1%降至2.7%。

其他收入及開支

年內，其他收入約為41,8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4,500,000港元），主要包括向
區內鄰近工廠出售發電廠產生之多餘蒸氣之收益 10,8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15,300,000港元）以及利率掉期及遠期貨幣合約公平值收益 6,500,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公平值虧損 5,400,000港元）。餘額主要來自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及廢料
銷售。

銷售及分銷開支為 146,6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11,800,000港元），包括船務及
運輸成本114,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84,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5.1%，
主要由於擴大產量促使物流成本上升。行政開支（包括薪金、折舊及其他相關
開支）增至375,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319,900,000港元），主要由於產量上升致
使銀行費用、中國員工薪酬及福利以及其他行政開支增加。

融資成本主要包括銀行長期貸款、短期信託收據貸款及融資租賃之利息，較去
年同期增加 4.8%至43,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1,500,000港元），主要由於新增
機器融資租賃及聯合貸款之利息開支上升。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為 448,900,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838,800,000港元）。本集團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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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為494,6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553,100,000港元）。流動比率為1.3倍（二零一一年︰1.5倍）。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為1,452,700,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1,436,900,000港元）。本集團淨債務資產負債比率（淨債務除以股
本與淨債務之和）處於穩健水平，為 46.2%（二零一一年：49.9%）。淨債務包括所
有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應計負債
及其他應付款項減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股本包括綜合財務報表所列擁有人
之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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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應收款項週轉期、存貨週轉期及應付款項週轉期分別為61.5日（二零一一
年：78.3日）、82.2日（二零一一年：94.4日）及59.9日（二零一一年：85.4日）。應收款
項週轉期縮短主要由於本集團更妥善控制應收賬款，而存貨及應付款項週轉
期縮短乃主要歸因於因應棉花價格變動而訂立之採購策略。

融資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及貸款額度總額為4,094,90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3,031,500,000港元），其中1,717,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775,000,000
港元）已予動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長期貸款為563,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752,800,000港元），其中包括銀團貸款及銀行有期貸款538,200,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746,000,000港元）及應付長期融資租賃24,9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6,800,000
港元）。長期貸款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年內將部分有期貸款自非流動負債
重新分類至流動負債。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建議向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2.7港仙（二零一一
年︰3.3港仙）。待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派付末期股息後，建
議之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或前後派付。

資本結構

本公司之資本結構包括股本及債務。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資本結構並無變動。本公司之股本只
包括普通股。

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之銷售有 75.5%（二零一一年：72.7%）以美元列值，而餘下銷售則以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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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承受因主要涉及人民幣之貨幣風險而產生之外匯風險。於本年度，其他貨
幣之兌換率相對穩定，對本集團成本結構影響甚微。管理層會密切監察外匯變
動，於有需要時會決定採取合適之對沖措施。

本集團之借貸主要以浮動利率基準計算。管理層會留意利率變動情況，並於有
需要時以審慎專業方式使用對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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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淨值合共為91,300,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45,30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乃根據融資租賃持有。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短期貸款1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 77,800,000港
元）乃作為本公司於一間聯營公司賬面值47,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8,800,000
港元）之權益之擔保及抵押。貸款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悉數償還。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正在申請解除本公司於一間
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擔保及抵押。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於資本開支之投資為504,6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283,800,000港元），其中92.1%（二零一一年：62.9%）用作購買
廠房及機器，6.0%（二零一一年：12.4%）用作收購及興建新工廠大樓，而餘額用
作收購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為
71,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47,200,000港元）。所有款項均以或將以內部資源撥
付。

員工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有5,948名（二零一一年：6,379名）
僱員，於馬達加斯加有2,224名（二零一一年：4,192名）僱員，而於香港、澳門、新
加坡及韓國有 183名（二零一一年：180名）僱員。薪酬待遇一般經參考市場條款
及個別資歷而釐定。薪金及工資一般根據表現評估及其他有關因素每年檢討。
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表現及本集團之業績而給予員工酌情花紅。本集團亦參與
多項定額供款計劃及保險計劃，以符合世界多個地區法律及規例之法定責任
規定。

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所有香港僱員設立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
劃，並為所有香港僱員購買醫療保險。本集團亦參與多項定額供款計劃及保險
計劃，以符合世界多個地區法律及規例之法定責任規定。此外，本集團有責任
為中國僱員提供覆蓋多種保險及社會福利之福利計劃。於其他國家工作之員
工亦根據各國法例規定獲取員工福利。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據此，經選定之合資格參與人士獲授予購股權，旨在
為董事、僱員及其他人士提供合適獎勵待遇，以促進本集團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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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本集團五大客戶作出之銷售佔總銷
售30.1%（二零一一年：32.5%），而其中向最大客戶作出之銷售佔9.5%（二零一一
年：10.7%）。

向本集團五大供應商作出之採購佔總採購 31.9%（二零一一年：35.4%），而其中
向最大供應商作出之採購佔 10.2%（二零一一年：11.9%）。

於本年度，董事、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或（據董事所深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超過 5%之本公
司股東概無於本集團五大客戶及╱或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

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五大地區（新加坡、台灣、香港、中
國（不包括香港及澳門）及韓國）作出之銷售佔本集團總銷售84.8%（二零一一年：
（新加坡、台灣、香港、中國（不包括香港及澳門）及韓國）91.1%），而其中向最大
地區（新加坡）作出之銷售佔本集團總銷售31.1%（二零一一年：31.8%）。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位於布料業務地區之資產佔本集團資
產總額94.8%（二零一一年︰96.0%）。本年度布料業務之資本開支佔本集團總資
本開支99.3%（二零一一年︰81.7%）。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出售協議，據
此，（其中包括）本集團同意按代價 14,800,000港元出售及買方同意收購本集團
於Quick Grow Investments Limited（「Quick Grow」）及Quick Grow之附屬公司Kam Hing 
Madagascar S.A.R.L之全部權益。該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完成。

本年度，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事項。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謹定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星期一）或前後上午十一時正在香港新界
荃灣橫龍街43–47號龍力工業大廈8樓1至9室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後予以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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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以下期間暫定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a. 為確定股東出席股東周年大會或其續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二零一三
年五月三十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期
間概不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寄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及

b. 為確定股東收取建議末期股息的權利，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星期四）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概不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建議末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寄交本公司的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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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巿證
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良好之企業管治常規。本公司深信，良好企業管治能提供一個
框架，對有效之管理、健全之企業文化、成功之業務發展及提升股東價值至為
重要。本公司於本年度一直奉行有關原則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
管治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包括全部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已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會議，以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本集
團本年度之全年業績。

一般資料

於本公佈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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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秋霖先生及黃偉桄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育棠先生、朱克遐女士
及何智恒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戴錦春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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