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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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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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江製衣有限公司長江製衣有限公司長江製衣有限公司長江製衣有限公司  

YANGTZEKIANG GARMENT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票代號股票代號股票代號股票代號：：：：00294) 

 
 

截 至截 至截 至截 至 二 零 一 九二 零 一 九二 零 一 九二 零 一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之之之 中 期 業 績中 期 業 績中 期 業 績中 期 業 績 公 佈公 佈公 佈公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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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中期業績尚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

閱。  

 

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月月月 – 未未未未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  
(以港元計 )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  

 附註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3 & 4 290,966  317,796 

銷售成本   (245,393)  (260,104)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45,573  57,692 

其他收益   6,664  1,674 

銷售及分銷費用   (23,360)  (26,538) 

行政費用   (30,011)  (30,432) 

其他經營費用   (7,944)  (7,432) 
     
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   (9,078)  (5,036) 

融資成本  5(a) (2,054)  (1,674)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溢利   (3,991)  7,452 

註銷一附屬公司收益  6 1,078  -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淨額  10(c) (4,155)  - 
     
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5 (18,200)  742 

所得稅  7 (648)  (1,719) 
     
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   (18,848)  (977) 
     
應撥歸於應撥歸於應撥歸於應撥歸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8,896)  1,270 

非控股股東權益   48  (2,247) 
     
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   (18,848)  (977)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基本及攤薄  9 ($0.09)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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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股息的詳情載於附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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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損益及其他損益及其他損益及其他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全面收全面收全面收益表益表益表益表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月月月 – 未未未未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  

(以港元計 )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  

 附註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   (18,848)  (977) 
     
本期間本期間本期間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稅項及分類扣除稅項及分類扣除稅項及分類扣除稅項及分類調整後調整後調整後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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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74)  - 
     
重新分類/將來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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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4)  (9,211) 

- 換算應佔合營企業資產淨值   (32,499)  (50,994) 
     

  (37,433)  (60,205) 

註銷一附屬公司時撥回累計匯兌儲備至損益  6 (1,078)  - 

現金流量對沖：      

對沖儲備變動淨額   -  2,35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39,285)  (57,849)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58,133)  (58,826) 

     
應撥歸於應撥歸於應撥歸於應撥歸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8,576)  (56,546) 

非控股股東權益   443  (2,280)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58,133)  (5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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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綜 合綜 合綜 合 財 務 狀 況財 務 狀 況財 務 狀 況財 務 狀 況 表表表表  

於於於於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年九月三十年九月三十年九月三十日日日日 – 未未未未經 審 核經 審 核經 審 核經 審 核  
(以港元計 ) 
 
  於於於於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  

 附註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0 236,634  242,239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2, 10 74,614  54,761 

持作經營租賃之自用租賃土地的權益   1,189  1,292 
     
  312,437  298,292 

無形資產   2,938  2,985 

合營企業權益   509,664  546,154 

其他金融資產   19,221  20,011 
     
  844,260  867,442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83,023  69,17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111,853  98,375 

可收回本期稅項   472  347 

銀行存款及現金   286,161  323,769 
     
  481,509  491,668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2 114,952  84,690 

合約負債   4,714  4,952 

租賃負債  2(d) 4,520  - 

應付本期稅項   13,284  14,709 
     
  137,470  104,351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344,039  387,31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188,299  1,254,759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23,190  23,498 

租賃負債  2(d) 16,131  - 

遞延稅項負債   16,784  16,516 
     
  56,105  40,014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1,132,194  1,214,745 
     
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8,418  208,418 

儲備   924,842  1,008,228 
     
應撥歸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權益總額應撥歸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權益總額應撥歸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權益總額應撥歸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權益總額   1,133,260  1,216,646 

非控股股東權益非控股股東權益非控股股東權益非控股股東權益   (1,066)  (1,901)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1,13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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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附 註： 

(以港元計 )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業績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中適用的披露規定編製，並符

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本中期

財務業績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獲授權發佈。  
  
 除依據預期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本

中期財務業績已採納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中所採用的相同會計

政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詳情列載於附註2。  
  
 本中期財務業績的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要求管理層須就影響政策應用和呈報資產、負

債、收入及支出的數額作出至目前為止的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數額。  
  
 本中期財務業績包括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的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所選取的附註解釋。該等附註包括解釋各項事件

及交易對了解自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發表後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

表現之變動尤為重要。本中期財務業績並不包括按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要

求而編製的完整財務報表的所有資料。  
  
 本中期財務業績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中期財務業績內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乃為比較資料，並不

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該等資料乃摘錄自該財務報表。按照公司條例

(第622章)第436條，依據法定財務報表披露有關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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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變動變動變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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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號號號，，，，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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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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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選用經修訂追溯法，

且並無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權益期初結餘的調整。比較資料並未重列並繼續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

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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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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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會計政策變動會計政策變動會計政策變動會計政策變動  
  
(i) 租賃之新定義  
  
 租賃定義之變動主要涉及控制權之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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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已識別資產的用途而定義租賃，可按一定使用量釐定。當客戶同時有權指示使用已識別資產之用

途及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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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對承租人的會計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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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就本集團而言，該等新資本化租賃主要

涉及物業。  
  
 當合約包含租賃部分及非租賃部分，本集團選擇不區分非租賃部分及將各租賃部分及任何關聯非租賃

部分入賬列為所有租賃的單一租賃部分。  
  
 當本集團就低價值資產訂立租約時，本集團以逐項租賃為基準決定是否將租賃資本化。與未資本化的

租賃相關的租賃付款按系統化基準於租期內確認為開支。  
  
 當租賃被資本化時，租賃負債按租期內應付租賃款項之現值初步確認，並使用租賃所隱含的利率貼現，

或倘利率不可輕易釐定，則使用相關遞增借款利率貼現。於初步確認後，有關租賃負債以攤銷成本計

量且利息支出使用實際利率法計算。不取決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款項並未包括於租賃負債之計量

中，並因此於其產生之會計期間列入損益扣除。  
  
 當租賃被資本化時，所確認使用權資產初步按成本計量，而使用權資產包括租賃負債之初始金額加於

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之任何租賃付款，以及任何產生之初始直接成本。在適用的情況下，使用權資產

之成本亦包括拆除及移除相關資產，或恢復相關資產或所在地之成本估算，貼現至其現值，並扣減任

何已收租賃優惠。  
  
 使用權資產其後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  
  
 當指數或利率變動引致未來租賃付款變動，或本集團預期根據剩餘價值擔保應付款項之估計金額發生

變動，或當重新評估本集團是否將合理確定行使購買、延期或終止選擇權而產生變動，則租賃負債將

重新計量。當租賃負債按此方式重新計量，就使用權資產之賬面值作出相應調整，或倘使用權資產之

賬面值減至零，則於損益入賬。  
  
(iii) 租賃投資物業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本集團於持有該等物業以賺取租金收入及/或資產增值(｢租賃投資物

業｣)時，須將所有租賃物業作為投資物業入賬。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

表並無重大影響，因為本集團以往已選擇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號，投資物業，將所有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以投資目的而持有的租賃物業入賬。因此，該等租賃投資物業繼續按公平價值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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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用上述會計政策時作出之重大會計判斷及存在之估計不明朗因素之來源應用上述會計政策時作出之重大會計判斷及存在之估計不明朗因素之來源應用上述會計政策時作出之重大會計判斷及存在之估計不明朗因素之來源應用上述會計政策時作出之重大會計判斷及存在之估計不明朗因素之來源  
  
 釐定租賃期  
  
 誠如上述會計政策所闡述，租賃負債以租賃期內應付租賃付款的現值進行初步確認。於開始日期釐定

包含本集團可行使的續租權的租賃租期時，本集團會評估行使續租權之可能性，並考慮到所有能形成

經濟誘因促使本集團行使續租權之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有利條款、已作出之租賃裝修及該相關資產對

本集團經營之重要性 )。倘發生重大事件或情況出現重大變動而該等事件或變動受本集團控制，則將重

新評估租賃期。租賃期的任何延長或縮短均會影響於未來年度確認的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金額。  
  
(c) 過渡影響過渡影響過渡影響過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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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賃按餘下租賃付款現值釐定餘下租期及計量租賃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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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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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租賃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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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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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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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iii) 於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當日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本集團依賴先前就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之虧損性合約撥備所作之評估作為進行減值審查之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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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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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的後續期間的租賃付款 25,215 
   
  27,547 

 減：未來利息支出總額 (5,059)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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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應計租賃支出作出調整。  
  
 本集團將不符合投資物業定義的使用權資產呈列為｢其他物業、廠房及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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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綜合財務狀況表內號對綜合財務狀況表內號對綜合財務狀況表內號對綜合財務狀況表內       

 項目之影響項目之影響項目之影響項目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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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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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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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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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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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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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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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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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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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1,214,745  -  1,214,745 
 
 下列為本集團於結算日及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按相關資產類別劃分之使用權資產之賬面

凈值分析︰  
 
   於二零一九於二零一九於二零一九於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四月一日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計入｢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按折舊成本列賬的其他自用租賃物業  20,535  23,657 
      
  20,535  23,657 
 按折舊成本列賬的持作自用租賃土地權益 1,189  1,292 
      
   21,724  24,949 
 
(d) 租賃負債租賃負債租賃負債租賃負債    
   
 於報告期末及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本集團租賃負債的剩餘合約期限狀況如下：  
 
  於二於二於二於二零零零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最低租賃最低租賃最低租賃最低租賃  最低租賃最低租賃最低租賃最低租賃  最低租賃  最低租賃 

  付款的現值付款的現值付款的現值付款的現值  付款總額付款總額付款總額付款總額  付款的現值  付款總額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千元 
         
 一年內  4,520  5,962  4,383  6,050 
         
 一年後但兩年內  3,946  5,071  4,086  5,382 

 兩年後但五年內  10,653  12,158  12,283  14,269 

 五年後  1,532  1,548  1,736  1,846 
         
  16,131  18,777  18,105  21,497 
         
         
  20,651  24,739  22,488  27,547 
         

 減：未來利息支出總額    (4,088)    (5,059) 
         
 租賃負債現值    20,651    2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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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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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號號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的範圍內的範圍內的範圍內的範圍內：：：：     

 - 製造及銷售成衣  270,509  296,108 

 - 製造及銷售紡織品  397  2,643 

 - 加工服務收益  17,008  15,993 
     
  287,914  314,744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會計會計會計會計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 17 號號號號，，，，租賃租賃租賃租賃的範圍內的範圍內的範圍內的範圍內：：：：    

 - 投資物業租金總額 3,052  3,052 
     
     
  290,966  317,796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客戶合約收入分析披露於附註 4(c)。  

 
4. 分部報告分部報告分部報告分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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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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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損益有關損益有關損益有關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資產及負債的資料資產及負債的資料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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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銷售成衣及紡織品製造及銷售成衣及紡織品製造及銷售成衣及紡織品   合營企業合營企業合營企業合營企業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物業租賃物業租賃物業租賃物業租賃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附註)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287,914  314,744  -  -  3,052  3,052  290,966  317,796 

 分部業務間收入  -  -  -  -  544  658  544  658 
                 
 須予呈報的分部收入須予呈報的分部收入須予呈報的分部收入須予呈報的分部收入  287,914  314,744  -  -  3,596  3,710  291,510  318,454 
                 

 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                

 (調整調整調整調整扣除利息扣除利息扣除利息扣除利息、、、、稅項稅項稅項稅項、、、、                 

 折舊折舊折舊折舊及及及及攤銷前的盈利攤銷前的盈利攤銷前的盈利攤銷前的盈利 ) (7,499)  (5,743)  (3,991)  7,452  3,310  3,470  (8,180)  5,179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須予呈報的分部資產須予呈報的分部資產須予呈報的分部資產須予呈報的分部資產  556,088  546,456  509,664  546,154  291,356  306,867  1,357,108  1,399,477 

 期內增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2,040  7,098  -  -  -  -  2,040  7,098 

 須予呈報的分部負債須予呈報的分部負債須予呈報的分部負債須予呈報的分部負債  159,336  108,908  -  -  -  -  159,336  108,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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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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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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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或虧損之對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或虧損之對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或虧損之對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或虧損之對賬賬賬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來自集團外界客戶的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     

 (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 ) (8,180)  5,179 

 融資成本 (2,054)  (1,674) 

 利息收益  1,866  1,293 

 折舊及攤銷  (4,385)  (2,401) 

 註銷一附屬公司收益  1,078  -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淨額  (4,155)  - 

 未分類總部及企業費用  (2,370)  (1,655) 
     
 綜合除稅前溢利  (18,200)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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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地區分部資料地區分部資料地區分部資料地區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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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及持作經

營租賃之自用租賃土地的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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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地按提供服務及送貨地點而定。特定非流動資產中的投資物業、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持作經

營租賃之自用租賃土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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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特定非流動資產特定非流動資產特定非流動資產特定非流動資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香港(本集團所在地) 19,474  16,426  252,390  257,593 
         

 歐洲         

 - 英國  35,967  45,286  -  - 

 - 意大利  51,520  60,716  -  - 

 - 西班牙  22,305  29,376  -  - 

 - 德國  49,398  53,172  -  - 

 - 其他歐洲國家  5,775  8,852  -  - 

 中國大陸  20,740  19,246  556,113  584,898 

 北美洲         

 - 美國  53,500  55,277  -  - 

 - 加拿大  4,237  2,409  -  - 

 其他  28,050  27,036  16,538  4,940 
         
  271,492  301,370  572,651  589,838 

        
        
  290,966  317,796  825,041  84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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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 (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除稅前 (虧損 )/溢利已扣除 /(計入 )：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銀行墊款利息(包括銀行費用) 1,183  1,674 

 租賃負債利息  871  - 
     
  2,054  1,674 
     

(b) 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其他項目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的攤銷  27  28 

 無形資產攤銷  47  47 

 折舊     

 - 自用物業、廠房及設備  1,996  2,326 

 - 使用權資產  2,316  - 

 股息收益及利息收益  (2,367)  (2,069) 

 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2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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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註銷一附屬公司收益註銷一附屬公司收益註銷一附屬公司收益註銷一附屬公司收益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集團一全資擁有附屬公司黃浦江製衣 (廣西 )有限公司之營業執照已被

註銷，並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損益內確認因撥回匯兌儲備所產生之一次性非現金收

益 1,078,000元。  
 

7.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所得稅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本期稅項本期稅項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  119  1,512 

 本期稅項本期稅項本期稅項本期稅項  – 境外境外境外境外  165  184 

 有關遞延稅項暫時差異的產生及撥回有關遞延稅項暫時差異的產生及撥回有關遞延稅項暫時差異的產生及撥回有關遞延稅項暫時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364  23 

     
  648  1,719 

 
 二零一九年度香港利得稅撥備是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評稅溢利以 16.5%(二零一八年：16.5%)的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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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a) 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於本六個月期間後不宣派及支付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b) 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屬於上一財政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屬於上一財政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屬於上一財政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中期報告期間並於中期報告期間並於中期報告期間並於中期報告期間核核核核准的股息准的股息准的股息准的股息：：：：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 0.12元，合共 24,810,000元，有

關建議已於本公司在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八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中核准。該股息已於二零一九

年十月四日支付。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 0.12元，合共 24,810,000元，已於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核准及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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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a) 每股基本每股基本每股基本每股基本(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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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6,000元(二零一八年：盈

利 1,270,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06,748,000股(二零一八年：206,748,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每股攤薄每股攤薄每股攤薄(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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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  
  
(a) 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  
  
 誠如附註 2 所討論，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使用經修訂追溯法初始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及經調整期初結餘以確認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項下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為使用權資產。

有關本集團按相關資產類別的使用權資產的賬面淨值的進一步詳情載於附註 2。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訂立多份租賃協議並因此確認新增使用權資產為

4,168,000 元。  
  
(b) 購入及出售自有資產購入及出售自有資產購入及出售自有資產購入及出售自有資產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2,040,000元購入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截至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07,000元)。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出售

賬面淨值為2,000元之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000元 )，

產生出售收益淨額24,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收益淨額125,000元)。  
  
(c) 估值估值估值估值  
  
 本集團的獨立測量師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使用了與二零一九年三月同樣的估值技術更新了以公平

價值計量的投資物業的估值。  
  
 根據結果，本期錄得與投資物業有關的淨虧損為4,155,000元 (二零一八年：無 )。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結算日，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呆壞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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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一個月以內  35,454  38,472 

 一個月以上但兩個月以內  35,273  18,669 

 兩個月以上但三個月以內  10,304  7,142 

 三個月以上但四個月以內  8,476  8,801 

 四個月以上  3,723  7,96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扣除呆壞賬撥備) 93,230  81,044 

 訂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附註) 17,437  15,284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68  1,991 

 衍生金融工具  1,018  56 
     
  11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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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預付租賃款項

1,169,000元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調整至使用權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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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在發單日期後 0 至 120 日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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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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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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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一個月以內  30,392  21,396 
 一個月以上但兩個月以內  12,651  10,268 
 兩個月以上但三個月以內  1,801  9,491 
 三個月以上  4,075  3,748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48,919  44,90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40,775  38,941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435  198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13  648 
 應付股息  24,810  - 
     
  114,952  84,690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二零一八年：無)。  
 
業務回顧及前景業務回顧及前景業務回顧及前景業務回顧及前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變動 
    
收入 290,966 317,796 -8% 

毛利 45,573 57,692 -21% 

毛利率 16% 18% -2pp 

經營虧損 (9,078) (5,036) +80% 

經營溢利率 -3% -2% -1pp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18,896) 1,270 -1,588% 

純利率 -6.5% 0.4% -7pp 

扣除利息收益、融資成本、所得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EBITDA｣ (13,626) 3,524 -487% 

EBITDA率 -5% 1% -6pp 

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 ($0.09) $0.01 -1,000% 
 
於回顧之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整體虧損 18,848,000港元，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 977,000港元。本集團之核心

成衣業務及大部分工廠以及無錫投資的業績都遜於去年。  
 
由於訂單不足以及產品轉型導致我們的製衣工人生產效率下降，我們孟加拉的工廠於回顧期內上半年出現

虧損。下半年是我們工廠的旺季，訂單充足，隨著生產技術的改進，我們期望可以產生一些利潤以彌補今年

初的虧損。  
 
上半年緬甸工廠之梭織部門錄得正面業績。然而，針織部門是一個新成立的部門，由於缺乏熟練工人，生產

效率低，於回顧期內出現虧損。  
 
中美貿易戰和中國國內市場的放緩影響了我們的中國業務，並在此回顧期內錄得虧損。由於貿易戰的不確

定因素，我們預期將有更多美國客戶將業務轉移至其他國家。預期負面影響將持續到回顧財政年度的下半

年。  
 
影響我們中國業務的相同不利因素同時也影響了我們中國無錫的合營企業之業務，2019/20 上半年錄得虧

損。埃塞俄比亞建設廠房導致設置費用及利息費用增加，本財政年度下半年的經營環境持續不明朗。  
 
持續的中美貿易戰、英國脫歐的不明朗，以及製造成本不斷上升，均對我們核心成衣業務造成極大的不穩

定。餘下的一年以及來年將是艱難及具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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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仍主要以其內部資源作為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286,161,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323,769,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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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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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000港元(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56,000港元(資產))，並已確認為衍生金融工具。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以任何資產作抵押。  
 
僱員及薪酬政策僱員及薪酬政策僱員及薪酬政策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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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購購購買買買買、、、、出售或贖回股份出售或贖回股份出售或贖回股份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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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依照上市規則第 3.21 條成立審核委員會，旨在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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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

十日止期間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常規企業管治常規企業管治常規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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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之之之之證券交易證券交易證券交易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證券交易的證券買賣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 10 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載列的規定準則。經過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董事已確

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載列的規定準則及其有關董事證券交易的證券買賣守則。  
 
登載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登載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登載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登載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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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寄發予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內

登載。  

 
 
 
 
  承董事會命  

  長江製衣有限公司長江製衣有限公司長江製衣有限公司長江製衣有限公司  

  主席  

  陳陳陳陳永奎永奎永奎永奎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七位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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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陳淑玲女士及蘇應垣先生，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克平先生、蔡廷基先生、蘇漢章先生及李光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