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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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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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江 製 衣 有 限 公 司 

YANGTZEKIANG GARMENT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00294) 

 

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全 年 業 績 公 佈  

 
長江製衣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及本集團的合營企業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相應期間的比較數字及所選取的解釋資料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及 4 656,212  717,614 
銷售成本  (545,142)  (585,030) 
     
毛利  111,070  132,584 

其他收益 5 10,994  8,733 
銷售及分銷費用  (43,823)  (49,777) 

行政費用  (57,721)  (61,168) 

其他經營費用  (17,154)  (14,113) 
     
經營溢利  3,366  16,259 

融資成本 6(a) (4,248)  (3,506)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溢利  (24,295)  12,007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7 (14,627)  (5,170)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收益淨額 11 (10,616)  3,361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50,420)  22,951 
所得稅 8 (366)  (2,650) 
     
本年度(虧損)/溢利  (50,786)  20,301 

     

應撥歸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1,009)  22,062 

非控股股東權益  223  (1,761) 
     
本年度(虧損)/溢利  (50,786)  20,301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 10 ($0.25)  $0.11 
     
 
附註：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採納經修訂追溯法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按照有關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

列。參閱附註 2。 
 

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本年度股息的詳情載於附註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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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本年度(虧損)/溢利  (50,786)  20,301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及分類調整後)     
     
將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價值入賬的證券投資：     

投資重估儲備變動淨額(不可轉回)  (44)  1,037 
     
重新分類/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 換算香港境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5,034)  (6,884) 
- 換算應佔合營企業資產淨值  (32,673)  (36,896) 
     
  (37,707)  (43,780) 

註銷附屬公司時撥回累計匯兌儲備  (1,052)  - 
出售一聯營公司權益時撥回累計匯兌儲備  -  (55) 

現金流量對沖︰對沖儲備變動淨額  -  2,255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38,803)  (40,543)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89,589)  (20,242) 

     

應撥歸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0,270)  (18,438) 

非控股股東權益  681  (1,804)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89,589)  (20,242) 
 
 
附註：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採納經修訂追溯法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按照有關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

列。參閱附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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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1 229,989  242,239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58,487  54,761 

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  1,154  1,292 
     
  289,630  298,292 

無形資產  2,890  2,985 

合營企業權益  488,657  546,154 
其他金融資產  19,878  20,011 
     
  801,055  867,442 

流動資產     

存貨  51,245  69,17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2 119,181  98,375 
可收回本期稅項  378  347 

銀行存款及現金  272,451  323,769 
     
  443,255  491,66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3 73,150  84,690 
合約負債  4,745  4,952 

租賃負債  4,099  - 

應付本期稅項  7,340  14,709 
     
  89,334  104,351 
     
     
流動資產淨值  353,921  387,31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154,976  1,254,759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24,339  23,498 
租賃負債  13,864  - 

遞延稅項負債  16,035  16,516 
     
  54,238  40,014 
     
     
資產淨值  1,100,738  1,214,74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8,418  208,418 
儲備  893,148  1,008,228 
     
應撥歸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權益總額  1,101,566  1,216,646 

非控股股東權益  (828)  (1,901) 
     
權益總額  1,100,738  1,214,745 

     
 
附註：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採納經修訂追溯法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按照有關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

列。參閱附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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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以港元計) 

 
1. 編製基準 
  
 本全年業績之初步公佈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

截至該等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而言，有關資料乃摘錄自該等

財務報表。有關根據香港公司條例 (第622章)(｢公司條例｣)第436條須予披露之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

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尚未由本公司核數師作出報告，並將於適當時候呈交予公司註

冊處處長。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交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報告。

該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在不對其報告出具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

意的任何事項；亦不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條、第 407(2)或(3)條作出的陳述。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所有

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泛指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與詮釋及香港公認之會計原則及公司條例之規定而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此外，本公佈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除投資物業、股權證券投資及衍生金融工具以公平價值列賬外，本財務報表是以歷史成本作為編製基準。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初步公佈之數字，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與本集團該年度之財務報表初稿所載數字作比較，並發現兩者之數字相符。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就此進行之工作有限，並不構成審核、審閱或其他保證，故核數師並無就本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一項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及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外，概無任何發展對本集團本期間或以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

列方式有重大影響。本集團並未採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 (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5號，經營租賃－優惠及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

釋第 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交易之內容。其就承租人引入單一會計模式，並要求承租人就所有租賃確認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租期為 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對出租人的會計

規定大致上與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保持不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亦引入額外的定性及定量披露要求，旨在讓財務報表使用者能夠評估租賃對實體財務

狀況、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的影響。 
  
 本集團已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本集團選擇採用經修訂追溯法。比較資

料並未重列並繼續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呈報。 
  
 有關對過往會計政策變動的性質及影響以及過渡方法的應用之進一步詳情列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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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租賃之新定義 
  
 租賃定義之變動主要涉及控制權之概念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根據客戶是否於一段時間內控制一項已

識別資產的使用 (可按界定的使用量釐定)界定租賃。當客戶同時有權指示使用已識別資產之用途及從有關用途

獲得絕大部份經濟利益的情況下，則擁有控制權。 
  
 本集團僅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之新定義應用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更改之合約。本集

團已就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前訂立之合約採納過渡實際權宜方法融入先前就現有安排屬於租賃或包含租賃所

作之評估。因此，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評估為租賃之合約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繼續列作租賃，

而先前評估為非租賃服務安排之合約繼續列作待執行合約。 
  
(b) 承租人會計處理方法及過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取消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先前所要求承租人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的規

定。相反，本集團須在其為承租人時將所有租賃資本化，包括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之

租賃，惟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則獲豁免。就本集團而言，該等新資本化租賃主要涉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

備。 
  
 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當日(即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本集團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釐定餘

下租期，及按剩餘租賃付款的現值計量租賃負債，並使用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相關遞增借款利率進行貼現。

用於釐定剩餘租賃付款現值之加權平均遞增借款利率為 8.1%。 
  
 為方便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本集團於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當日採用下列確認豁免

及實際權宜方法： 
  
 (i) 本集團已選擇不就剩餘租期為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初始應用日期起計 12 個月內屆滿 (即租期於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結)之租賃的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規

定；及 
   
 (ii) 當計量於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當日之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對具有合理類同特徵之租賃組合

(例如在類似經濟環境下屬類似相關資產類別且剩餘租期相若之租賃)應用單一折現率。 
   
 下表為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承擔與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已確認租賃負債的期初結餘的對

賬： 
 

  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經營租賃承擔 2,400 

 減： 獲豁免資本化的租賃相關承擔：  

  - 剩餘租期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結束的短期租賃及其他租賃 (51) 

  - 低價值資產租賃  (17) 
     

 加： 本集團認為合理地確定將不會行使終止權的額外期間的租賃付款 25,215 
    
   27,547 

 減： 未來利息支出總額 (5,059) 
   
 以遞增借款利率折現計算的剩餘租項支出現值及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確認的租賃負債總額 22,488 
 
 以往被歸類為營業租賃的使用權資產以相等於被確認的租賃負債餘額確認，此金額按照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

十一日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的任何預付租賃支出作出調整。據此，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權益期初結餘並

未作出調整。 
  
 本集團將不符合投資物業定義的使用權資產呈列為｢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並將租賃負債分別呈列於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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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概述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對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經營租賃  四月一日 

   之賬面值  合約資本化  之賬面值 

   千元  千元  千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綜合財務狀況表內       

 項目之影響：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54,761  23,657  78,418 
        

 非流動資產總額   867,442  23,657  891,09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8,375  (1,169)  97,206 
        

 流動資產總額   491,668  (1,169)  490,499 
        

 租賃負債 (流動 )  -  4,383  4,383 
        

 流動負債總額   104,351  4,383  108,734 
        

 流動資產淨值   387,317  (5,552)  381,76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254,759  18,105  1,272,864 
        
 租賃負債 (非流動 )  -  18,105  18,105 
        

 非流動負債總額   40,014  18,105  58,119 
        

 資產淨值   1,214,745  -  1,214,745 
 
(c) 對本集團財務業績、分部業績及現金流量的影響 
  
 在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初始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後，本集團作為承租人須確認租賃負債的未償還餘額中

產生的利息支出以及使用權資產的折舊，而不是先前的政策以直線法確認租賃期內經營租賃產生的租賃支出。與

假設本年度一直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結果相比，對本集團綜合損益表內呈報的經營溢利產生正面影響。 
  
 在綜合現金流量報表中，本集團作為承租人須將資本化租賃下的已付租金分為資本部份及利息部份。該等部份會

分類為融資現金流出 (類似於先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項下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的情況般)，而非分類為經營現金

流出 (猶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項下經營租賃的情況般)。雖然現金流量總額不受影響，但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導致該等現金流量於綜合現金流量表的呈列產生重大變化。 
  
3.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是製造及銷售成衣及紡織品、提供加工服務和物業租賃。 
  
 收入為供應給客戶貨品的銷售價值、加工服務收益及租金收益。按類別劃分之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的範圍內：    

 - 製造及銷售成衣 600,227  663,951 

 - 製造及銷售紡織品 7,080  22,285 

 - 加工服務收益 42,801  25,262 
     
  650,108  711,498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的範圍內：    

 投資物業租金總額 6,104  6,116 
     
  656,212  717,614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客戶合約收入分析披露於附註4(c)。 
  
 本集團之客戶基礎是多元的。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21,266,000元及105,830,000元 (二零一九

年：124,337,000元及76,273,000元)的收入乃源自兩名外部客戶，而該等客戶的銷售額均超過本集團收入之10%。

此等收入源於成衣銷售。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第 121段之可行權宜方法，並未披露本集團在履行與報告日存在的客戶

合約產生的剩餘履約義務時本集團有權獲得的收入之資料，該合約的原始預期期限為一年或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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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 
  
 本集團以分部來管理其業務。本集團以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呈報資料 (為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一致

的方式呈列以下三個須予呈報分部。本集團並無將任何經營分部合計以形成下列須予呈報分部︰ 
  
 - 製造及銷售成衣及紡織品：此分部包括製造及銷售成衣及紡織產品，及提供成衣加工服務。 
   
 - 合營企業權益：本集團合營企業從事生產及銷售紡織紗線產品。 
   
 - 物業租賃：此分部出租商業及工業樓宇以收取租金收益。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資源，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各須予呈報分部相關的業績、資產及

負債： 
  
 製造及銷售成衣及紡織品及物業租賃分部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資產，但不包括無形資產、其他金融資產、遞延稅項資產、可收回本期稅項及其他企業資產。

分部負債包括由分部直接管理的所有負債，但不包括應付本期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企業負債。 
  
 分配至可呈報分部的收入及支出是以這些分部所產生的收入和支出或屬於這些分部的資產折舊或攤銷所產生的

支出而定。 
  
 用於呈報分部溢利/虧損之計算方法為｢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利息｣視為包括投資收益

及融資成本，而｢折舊及攤銷｣視為包括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虧損。在計算｢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

盈利｣時，本集團會就並無明確歸於個別分部之項目 (例如投資物業估值收益淨額、核數師酬金及其他總辦事處或

企業行政成本)進一步調整盈利。 
  
 除獲得有關｢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之分部資料外，管理層亦獲得有關收入(包括分部業務

間銷售)、由分部直接管理之現金結餘及借貸之利息收益及融資成本、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及分部增置用於營

運之非流動分部資產的資料。分部間銷售的定價乃參考其他外在人士之類似的訂單價格。 
  
 合營企業權益 
  
 本集團之合營企業權益在綜合財務報表是按權益會計法入賬，並以一獨立須予呈報分部列示。本集團高級行政管

理人員審閱合營企業權益的除稅後之業績，此特定的分部被訂定為須予呈報分部溢利/虧損。須予呈報分部資產

代表集團應佔合營企業資產淨值。由於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沒有審閱合營企業銷售額以用作資源分配，其銷

售額並未於須予呈報分部收入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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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提供予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用作資源分配和分部表現評估的須予呈報分部資料如下： 
 
  製造及銷售成衣       

  及紡織品  合營企業權益  物業租賃  合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650,108  711,498  -  -  6,104  6,116  656,212  717,614 
 分部業務間收入 -  -  -  -  1,088  1,316  1,088  1,316 

 須予呈報的分部收入 650,108  711,498  -  -  7,192  7,432  657,300  718,930 
                 
 須予呈報的分部(虧損)/溢利 

(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的盈利) 7,599  15,556  (24,295)  12,007  6,690  6,795  (10,006)  34,358 
                 
 利息收益 3,250  2,731  -  -  -  -  3,250  2,731 
                 
 融資成本 (4,248) (3,506)  -  -  -  -  (4,248) (3,506)
             
 折舊及攤銷 (8,816) (4,588)  -  -  -  -  (8,816) (4,588)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14,627) (5,170)  -  -  -  -  (14,627) (5,170)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3,040)  -  -  -  -  - (3,040)  - 
       
 須予呈報的分部資產 501,518 546,456  488,657  546,154 300,429  306,867 1,290,604 1,399,477 
                 
 年度內增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4,411  7,098  -  -  -  -  4,411  7,098 
                 
 須予呈報的分部負債 117,466  108,908  -  -  -  -  117,466  108,908 
 
 附註： 本集團已採納經修訂追溯法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按照有關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列。參閱附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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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予呈報的分部收入、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須予呈報的分部收入 657,300  718,930 

 分部業務間收入相互對銷 (1,088)  (1,316) 
     
 綜合收入 656,212  717,614 

     

 (虧損)/溢利    
     
 來自集團外界客戶的須予呈報的分部(虧損)/溢利    

 (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 (10,006)  34,358 

 融資成本 (4,248)  (3,506) 

 利息收益 3,250  2,731 

 折舊及攤銷 (8,816)  (4,588)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14,627)  (5,170)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收益淨額 (10,616)  3,361 

 未分類總部及企業費用 (5,357)  (4,235) 
     
 綜合除稅前(虧損)/溢利 (50,420)  22,951 

     

 資產    
     

 須予呈報的分部資產 1,290,604  1,399,477 

 分部業務間資產相互對銷 (70,439)  (64,628) 
     
  1,220,165  1,334,849 

 無形資產 2,890  2,985 

 其他金融資產 19,878  20,011 

 可收回本期稅項 378  347 

 未分類總部及企業資產 999  918 
     
 綜合資產總額 1,244,310  1,359,110 

     

 負債    
     
 須予呈報的分部負債 117,466  108,908 

 應付本期稅項 7,340  14,709 

 遞延稅項負債 16,035  16,516 

 未分類總部及企業負債 2,731  4,232 
     
 綜合負債總額 143,572  144,365 

 
附註： 本集團已採納經修訂追溯法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按照有關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列。參閱附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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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分部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i)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及(ii)本集團投資物業、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持作自用之租賃土

地權益、無形資產及合營企業權益(｢特定非流動資產｣)的地區分部資料。客戶所在地按提供服務或送貨地點而定。

特定非流動資產中的投資物業、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所在地是根據資產的實際位置

而定；無形資產按所獲分配的營運地點而定；而合營企業權益所在地則按其營運地點而定。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特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香港(本集團所在地) 43,323  36,860  244,727  257,593 

 歐洲        

 - 英國 76,073  77,665  -  - 

 - 意大利 133,504  141,038  -  - 

 - 西班牙 50,158  58,342  -  - 

 - 德國 106,702  112,434  -  - 

 - 其他歐洲國家 17,933  29,090  -  - 

 中國大陸 41,131  36,510  524,856  584,898 

 北美洲        

 - 美國 105,830  135,645  -  - 

 - 加拿大 12,350  7,658  -  - 

 其他 69,208  82,372  11,594  4,940 
         
  612,889  680,754  536,450  589,838 

         
  656,212  717,614  781,177  847,431 

 
附註： 本集團已採納經修訂追溯法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按照有關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列。參閱附註 2。 

 

5. 其他收益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利息收益 3,250  2,731 

 廢料收益 1,918  2,131 

 遠期外匯合約收益淨額 1,352  130 

 匯兌收益淨額 1,267  946 

 政府補助 875  757 

 管理費用收益 804  804 

 撇銷應付款項 563  1 

 股權證券之股息收益 501  776 

 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淨額 24  181 

 賠償支出淨額  (1,937)   (1,572) 

 其他收益 2,377  1,848 
     
  10,994  8,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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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墊款利息(包括銀行費用) 2,578  3,158 

 租賃負債之利息 1,670  - 

 現金流量對沖：從權益中重新分類 -  348 
     
  4,248  3,506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545,142  585,030 

 無形資產攤銷 95  95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的攤銷 -  56 

折舊    
-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1,406  4,437 

 - 使用權資產* 7,315  - 

 從權益中重新分類的現金流量對沖工具虧損淨額 -  1,389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3,040  - 
 
附註： 本集團已採納經修訂追溯法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按照有關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列。參閱附註 2。 

 
 *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採納經修訂追溯法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及調整期初結餘以確認與香港會計

準則第17號項下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有關的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首次確認後，本集團

作為承租人須確認使用權資產的折舊，而非根據先前的政策以直線法確認租賃期內經營租賃產生的租金支出。按照有關方

法，比較資料不予以重列。參閱附註2。 

 
7. 減值虧損 
  
 本公司在中國貴港及孟加拉從事成衣製造之工廠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經營虧損。彼等各

自構成本集團之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 
  
 本集團根據使用價值計算法評估各現金產生單位的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可收回

金額，據此，該兩個現金產生單位的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價值已悉數撇銷。因此，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損益內確認減值虧損 14,627,000 元(二零一九年：5,170,000 元)。可收回金額之估計乃根據使

用價值計算法釐定，並採用貼現率 19.4%及 11.0%(二零一九年：16.9%)進行貼現。使用之貼現率為稅前及反映各

現金產生單位各自獨有的風險。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已確認於綜合損益表上的｢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8. 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中所示的所得稅為：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本年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本年稅項撥備 1,016  5,079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69  26 
     
  1,085  5,105 

 本年稅項 – 境外    

 本年稅項撥回 (821)  (1,858)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102  (597) 

     
       366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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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度香港利得稅撥備是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評稅溢利以16.5%(二零一九年：16.5%)的稅率計算，惟符合利

得稅兩級制資格的本集團一附屬公司除外。 
  
 就該附屬公司而言，應課稅溢利首 2,000,000 元按 8.25%之稅率計算及餘下應課稅溢利按 16.5%之稅率計算。該

附屬公司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按二零一九年相同的基準計算。 
  
 香港境外附屬公司之稅項則以相關國家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9. 股息 
  

(a) 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本年度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元    

 (二零一九年: 0.12 元) -  24,810 

 
 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的末期股息尚未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b) 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核准及支付的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核准及支付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 0.12 元(二零一九年: 0.12 元) 24,810  24,810 

 
10.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應撥歸於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51,009,000元(二零一九年：溢利

22,062,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06,748,000股(二零一九年：206,748,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具有潛在攤薄能力之普通股；故此每股基本(虧

損)/盈利與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相同。 
 
11. 投資物業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確認投資物業估值虧損淨額約為10,616,000元(二零一九年: 收益

3,361,000元)。 
 
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應收賬款 57,954  55,984 

 應收票據 48,075  28,606 

 減：虧損撥備 (6,586)  (3,546) 
     
  99,443  81,044 

 訂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17,404  15,284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982  1,991 

 衍生金融工具 1,352  56 

     
  119,181  98,375 

 
 附註： 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當日，先前計入｢訂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的經營租賃預付款 1,169,000元已調

整至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確認的使用權資產。參閱附註 2。 
 
 本集團之絕大部份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均預期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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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正常貿易條款下所進行之交易，應收關連公司款項是沒有抵押、不帶利息，並需按通知即時收回。 
  
 於結算日，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後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計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的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一個月以內 46,335  38,472 

 一個月以上但兩個月以內 24,278  18,669 

 兩個月以上但三個月以內 17,331  7,142 

 三個月以上但四個月以內 6,297  8,801 

 四個月以上 5,202  7,960 
     
  99,443  81,044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在發單日期後 0 至 330 日內到期。 
 
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應付賬款 40,406  43,776 

 應付票據 708  1,127 
     
  41,114  44,90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31,799  38,941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24  198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13  648 
     
  73,150  84,690 

 
 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預期將於一年內償還或確認為收入或需按通知即時償還。 
  
 除了在正常貿易條款下所進行之交易，應付關連公司及合營企業款項是沒有抵押、不帶利息，並需按通知即時償

還。 
  
 於結算日，根據發票日期的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已計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一個月以內   24,823  21,396 

 一個月以上但兩個月以內   4,741  10,268 

 兩個月以上但三個月以內   4,023  9,491 

 三個月以上   7,527  3,748 
       
    41,114  44,903 

 
14. 毋須調整的報告期後事項 
  
 目前除了中美貿易爭端之外，加上 COVID-19 疫症所造成之不利情況，在本集團之行業內乃前所未見。在來年

將受到疫情更深遠的影響時，本集團預計業績將進一步惡化。 
  
 由於疫情帶來的未來發展不可預測，管理層現階段難以評估對本集團財務表現的影響。本集團將密切監察疫情的

發展，並通過削減經常性支出、關閉營利欠佳部門及保留現金，以大幅降低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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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九年：每股普通股12港仙)，預計末期股息

總額為零港元(二零一九年：24,810,000港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股東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本公司將由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五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期間不會處理任何股份轉讓。為確保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

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並在會上投票，務請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

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其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

－1716室。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之二零一九/二零年度之收入為 656,212,000 港元(二零一八/一九年度：717,614,000 港元)，整體虧損為

50,786,000 港元(二零一八/一九年度：溢利 20,301,000 港元)。 
 

回顧年度內收入較去年減少 9%，而本集團之核心成衣業務儘管表現較差，但仍錄得正面業績。然而，於回顧年度內，

本集團業務之整體表現仍錄得重大虧損。除收入下降外，業績欠佳之主要原因為本集團之無錫投資錄得虧損、其他物

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以及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經重估後出現價值下降。 
 

本集團之核心成衣業務渡過了一個艱難的年度。然而，儘管出現各種不利之政治及經濟逆境，但本集團之核心成衣業

務仍能錄得經營溢利 3,366,000 港元，而去年則為 16,259,000 港元，即減少 79%。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在番禺及貴港之中國製造業務錄得虧損。布料訂單減少、國內市場需求疲弱以及工人效率低下，

均造成本集團之中國經營業務錄得負面業績。 
 

本集團於孟加拉之工廠於回顧年度內錄得虧損。訂單分佈不均，加上生產模式改變導致工人效率低下，均為造成負面

業績之主要原因。 
 

本集團緬甸工廠之梭織部門能維持不錯之溢利，但被新設立針織部門錄得之虧損所抵銷。然而，於回顧年度內，整體

表現仍錄得正面業績。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之無錫投資蒙受重大虧損。造成負面業績之不利因素包括：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紗線價

格受壓、毛利率下降、存貨持有期延長、其後爆發COVID-19疫症使市場需求減弱，以及埃塞俄比亞新項目之啟動成

本。 
 
前景 
 

目前除了中美貿易爭端之外，加上 COVID-19疫症所造成之不利情況，在本集團之行業內乃前所未見。其不僅於回顧

年度內最後數個月對本集團之業務造成各方面之不利影響，而且在來年將受到疫症更深遠之影響時，其亦將使本集團

之業績進一步惡化。 
 

是次疫症停工對本集團世界各地之客戶造成嚴重問題，導致彼等要求取消訂單及給予折扣，甚至為本集團帶來壞賬。

儘管本集團正在盡力管理此等情況，但預期必然會有更多損失。目前管理層可以做的其他主動舉措為削減經常性費用，

關閉營利欠佳之部門，以及保留現金。幸而，於撰寫本文時，本集團之現金狀況良好，可在如此不利之營業環境維持

一段長時間，直至情況有望改善為止。 
 
成衣業務 
 

本集團主要以長江製衣有限公司及香港織造有限公司之名義經營成衣業務。本集團生產之產品廣泛，包括男士及女士

恤衫、長褲、短褲、polo恤、T恤、大衣及針織外套等。本集團之總部位於香港，負責處理旗下之核心成衣業務，包

括製造、貿易及採購。除本集團在中國 (番禺及貴港)、孟加拉及緬甸之全資工廠外，本集團亦與越南、印尼及柬埔寨

之多間工廠合作，滿足本集團全球客戶之需要。除香港及本集團設有工廠之地方外，本集團亦在中國其他地方(東莞及

杭州)設有辦事處。該等辦事處不單為本集團旗下工廠提供支援，還監察有關地區鄰近之加工廠及業務伙伴以及與彼等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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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對本集團之核心成衣業務而言乃艱難的一年。中美貿易戰以及其後之 COVID-19疫症所帶來之不明朗及不穩定

因素，使本集團之管理層面對更大困難。儘管存在此等各項不利因素，於回顧年度內仍錄得輕微溢利。然而，當該兩

項不利因素繼續困擾本集團之行業，管理層對來年之業績感到悲觀。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以卓越織造(廣州)有限公司及黃浦江製衣 (貴港)有限公司之名稱經營之中國工廠錄得整體虧損。

布料訂單減少、國內市場需求疲弱，加上生產模式改變導致本集團工廠之工人效率低下，均影響本集團中國經營業務

之表現。來年仍然困難重重。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仍然激烈，而COVID-19疫症亦未見消退之跡象。此等不利因素

對本集團之中國經營業務造成沉重打擊，而管理層預期，來年之業績將令人失望。 
 

對本集團之孟加拉工廠而言，二零一九/二零年度為另一個艱難的年度。上半年訂單不足導致出現虧損。本集團於下半

年開發更多客戶，產能得以用盡。由於業務趨勢改變所致，出現更多花式產品，但每張訂單之數量較少。此改變導致

效率大幅下降，需要額外加班工作，導致工資增加，使其更進一步虧損。由於此類業務趨勢於未來將會持續，故管理

層將投資於自動化設備，從而改善本集團之生產效率。COVID-19 疫症繼續打擊本集團之經營業務，其於來年將會持

續。較早前，本集團之孟加拉工廠被迫關閉一個月，以避免病毒廣泛傳播。由於政府辦公室及碼頭暫時關閉，故物流

產生之問題導致物料清關及報關出現延誤。預期來年上半年將出現延遲裝運之情況，事實上，部分訂單已被取消及延

遲。由於本集團眾多客戶之店舖已關閉一段長時間，故本集團預期，彼等於下一季度之訂單將會減少。 
 

本集團於緬甸之工廠－Dagon Talent Garment Limited 之梭織部門為經營業務帶來不錯之溢利，而針織部門則由於新

成立而效率較低，因而蒙受虧損。整體而言，本集團於緬甸之工廠由於穩定之員工團隊及生產力，一如預期錄得小額

溢利。緬甸亦遭受 COVID-19 疫症之影響。本集團之工廠應當地政府之要求關閉 10 日。該國暫時停工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底為止，其對本集團之物料清關構成物流問題，再加上訂單被取消及延遲，已有兩個月出現訂單不足。整體而言，

梭織部門由於訂單穩定，故仍能維持，然而，針織部門由於訂單不穩定以及效率較低，故將受到嚴重影響。 
 
其他業務 
 

無錫一棉投資有限公司為本集團擁有49%股權之合營企業，在中國無錫擁有數家紡織相關公司 (｢無錫集團｣)。無錫集

團之核心業務為生產中檔至高檔紗線。於回顧年度內，無錫集團錄得應佔虧損為24,295,000港元 (二零一八/一九年度：

應佔溢利12,007,000港元)。造成虧損之因素包括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紗線價格受壓、毛利率下降、存貨持有

期延長及存貨持有成本增加、其後爆發COVID-19疫症使市場需求減弱，以及投資於埃塞俄比亞產生設立成本、利息成

本增加而並未有收入。於二零二零/二一年度，預期COVID-19疫症將繼續壓抑市場氣氛，使需求疲弱、競爭激烈，而

營業額及毛利率將受到影響。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仍主要以其內部資源作為營運資金。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272,451,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323,769,000港元)。於二零

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沒有任何短期及長期借貸。 
 

本集團採用審慎政策以對沖匯率波動。由於本集團大部份銷售、採購、現金及銀行結餘均主要以港元、美元、歐羅、

英鎊或人民幣結算，當風險重大時，本集團或會就以上外幣結算之承諾未來銷售訂立遠期合約，以對沖外匯波動。於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用以對沖預期交易之遠期外匯合約之公平價值淨額為1,352,000港元 (資產) (二零一

九年：56,000港元 (資產))，並已確認為衍生金融工具。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以任何資產作抵押。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除合營企業外，本集團 (包括其附屬公司)聘用約4,300名僱員。薪酬組合乃參照員工之表

現及市場當時之薪金水平而釐定。此外，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年終雙薪、公積金計劃、醫療保險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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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明確任期而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值告退及重選外，本公司於截至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進行證劵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他們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依照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旨在審核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控制。該審核委員會由

本公司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階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草擬本。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五)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大會通告將於稍後時間刊登及寄發予股東。 
 
登載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均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的網站(www.ygm.com.hk)｢業績公告

｣一欄內登載。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將寄發予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內登載。 

 
 
 
 承董事會命 

 長江製衣有限公司 

 主席 

 陳 永 奎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六位執行董事，為陳永奎先生、陳永棋先生、陳永滔先生、劉陳淑文女士、陳永燊先生、及蘇應垣先生，

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廷基先生、蘇漢章先生及李光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