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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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TZEKIANG GARMENT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票代號：00294) 

 
 

截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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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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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 & 4 199,522  161,671 
銷售成本  (159,901)  (136,230) 
     
毛利  39,621  25,441 
其他收益  2,841  5,371 
銷售及分銷費用  (12,447)  (14,903) 
行政費用  (16,728)  (23,775) 
其他經營費用 5(c) (5,183)  (6,891) 
     
經營溢利/(虧損)  8,104  (14,757) 
融資成本 5(a) (1,069)  (1,246)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754  20,587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淨額 10(c) 1,733  3,866 
     
除稅前溢利 5 9,522  8,450 
所得稅 7 (1,701)  (347) 
     
本期間溢利  7,821  8,103 
     
應撥歸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821  8,494 
非控股股東權益  -  (391) 
     
本期間溢利  7,821  8,103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9 $0.0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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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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本期間溢利  7,821  8,10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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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證券投資：     
投資重估儲備變動淨額(不可轉回)  (2,881)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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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1)  1,517 
- 換算應佔合營企業資產淨值  (60,593)  8,455 
     

  (71,134)  9,972 
註銷一附屬公司時撥回累計匯兌儲備 6 -  283 
出售附屬公司時撥回累計匯兌儲備  -  427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74,015)  10,87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66,194)  18,974 
     
應撥歸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6,194)  19,369 
非控股股東權益  -  (39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66,194)  1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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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港元計)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0 237,752  238,805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42,029  45,063 
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  1,036  1,185 
     
  280,817  285,053 
無形資產  2,653  2,700 
合營企業權益  529,524  590,493 
其他金融資產  17,140  20,209 
     
  830,134  898,455 
     
流動資產     
存貨  35,575  33,74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91,985  113,643 
可收回本期稅項  4  1,031 
銀行存款及現金  270,366  235,472 
持作出售之資產  19,593  14,972 
     
  417,523  398,86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2 87,433  54,015 
合約負債  6,623  7,290 
租賃負債  136  454 
應付本期稅項  13,195  14,247 
僱員福利費用撥備  1,451  8,286 
與持作出售之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7,834  9,175 
     
  116,672  93,467 
          
流動資產淨值  300,851  305,39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130,985  1,203,851 
     
非流動負債     
僱員福利費用撥備  16,006  18,548 
租賃負債  14  81 
遞延稅項負債  15,300  15,228 
     
  31,320  33,857 
          
資產淨值  1,099,665  1,169,99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8,418  208,418 
儲備  891,247  961,576 
     
應撥歸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權益總額  1,099,665  1,169,994 
非控股股東權益  -  - 
     
權益總額  1,099,665  1,16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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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以港元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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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

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獲授權發佈。 
  
 除依據預期於截至二零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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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績已採納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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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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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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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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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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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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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財務業績中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之修訂，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之修訂，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號之修訂，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虧損合約 - 達成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該等變化並無對本集團在本中期財務業績中編製或呈列本期間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的方式產生重大影 

響。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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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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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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61  144,981 
 - 製造及銷售紡織品 4,952  165 
 - 加工服務收益 1,406  13,502 
     
  196,519  158,648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範圍內：    
 - 投資物業租金總額 3,003  3,023 
          
  199,522  16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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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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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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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營企業權益  物業租賃  合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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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196,519  158,648  -  -  3,003  3,023  199,522  161,671 
 分部業務間收入 -  -  -  -  544  544  544  544 
                 
 須予呈報的分部收入 196,519  158,648  -  -  3,547  3,567  200,066  162,215 
                 
 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虧損) (調整扣除利息、                
 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 7,202  (15,978)  754  20,587  3,262  4,507  11,218  9,116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須予呈報的分部資產 460,135  443,561  529,524  590,493  311,383  312,436  1,301,042  1,346,490 
 期內增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1,449  17,176  -  -  -  -  1,449  17,176 
 須予呈報的分部負債 119,225  97,394  -  -  -  -  119,225  9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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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及攤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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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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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8  9,116 
 融資成本 (1,069)  (1,246) 
 利息收益 886  168 
 折舊及攤銷 (1,927)  (1,873) 
 註銷一附屬公司虧損 -  (283)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640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淨額 1,733  3,866 
 未分類總部及企業費用 (1,319)  (1,938) 
     
 綜合除稅前溢利 9,522  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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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香港(本集團所在地) 5,454  10,395  247,824  245,962 
         
 歐洲        
 - 英國 43,351  31,551  -  - 
 - 意大利 32,950  27,635  -  - 
 - 西班牙 12,513  9,773  -  - 
 - 德國 45,628  29,834  -  - 
 - 其他歐洲國家 5,328  6,307  -  - 
 中國大陸 1,490  5,122  565,170  630,629 
 北美洲        
 - 美國 24,018  20,745  -  - 
 - 加拿大 1,230  599  -  - 
 其他 27,560  19,710  -  1,655 
         
  194,068  151,276  565,170  632,284 
                  199,522  161,671  812,994  87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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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墊款利息(包括銀行費用) 1,055  962 
 租賃負債之利息 14  284      
  1,069  1,246 
     
(b) 其他項目    
 折舊    
 - 自用物業、廠房及設備 510  365 
 - 使用權資產 1,370  1,461 
 股息收益及利息收益 (1,401)  (662)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640) 
 註銷一附屬公司虧損 -  283 
 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27)  (424) 
     
(c) 其他經營費用    
 其他稅項及附加費 1,122  896 
 核數師酬金 870  986 
 保險 852  796 
 保安費 794  816 
 維修及保養 583  473 
 顧問費 408  448 
 汽車開支 376  374 
 法律及專業費用 113  776 
 無形資產攤銷 47  47 
 雜項支出 1,795  1,385 
 收回以往年度撇銷之應收款 (1,777)  (106) 
     
  5,183  6,891 
 
 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政府｢保就業｣計劃之政府補貼已分別列入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銷

售及分銷費用以及行政費用。有關該項補貼並無未達成之條件或或然事件。 
 
6. 註銷一附屬公司虧損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本集團一全資擁有附屬公司黃浦江製衣(貴港)有限公司之營業執照已被註銷；註銷

後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損益內，確認因撥回匯兌儲備所產生之一次性非現金虧損283,000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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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409  - 
 本期稅項 – 境外 43  128 
 有關遞延稅項暫時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1,249  219      
  1,701  347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撥備是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評稅溢利以16.5%(二零二一年：

16.5%)的稅率計算。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一附屬公司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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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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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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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中期股息： 
  
 於本六個月期間後不宣派及支付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b) 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中期報告期間核准的股息：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0.02元(二零二一年：零元)，合共4,135,000元，有

關建議已於本公司在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中核准。該股息已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七日

支付。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應撥歸於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7,821,000元(二零二一年：8,494,000元)及期內已

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06,748,000股(二零二一年：206,748,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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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每股基本盈利與

每股攤薄盈利相同。 
  
10. 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a) 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簽訂任何租賃協議。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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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0元。 
  
(b) 購入及出售自有資產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1,449,000元購入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截至二零二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02,000元)。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為35,000
元之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5,000元)，產生出售收益淨額27,000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收益淨額424,000元)。 

  
(c) 估值 
  
 本集團的獨立測量師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使用了與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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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收益淨額為1,733,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866,000元)。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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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個月以內 11,423  40,720 
 一個月以上但兩個月以內 32,030  24,864 
 兩個月以上但三個月以內 20,085  15,299 
 三個月以上但四個月以內 3,307  12,787 
 四個月以上 4,835  6,89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71,680  100,568 
 訂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19,560  12,416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56  125 
 衍生金融工具 589  534 
     
  91,985  11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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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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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日內(二零二一年：0至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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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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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個月以內 22,721  15,919 
 一個月以上但兩個月以內 11,407  6,912 
 兩個月以上但三個月以內 1,235  549 
 三個月以上 1,606  2,328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36,969  25,70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46,158  28,108 
 應付股息 4,135  -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58  186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13  13 
     
  87,433  54,015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主要表現指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變動 
    

收入 199,522 161,671 23% 
毛利 39,621 25,441 56% 
毛利率 20% 16% +4pp 
經營溢利/(虧損) 8,104 (14,757) -155% 
經營溢利率 4% -9% +13pp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7,821 8,494 -8% 
純利率 3.9% 5.3% -1pp 
扣除利息收益、融資成本、所得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EBITDA｣ 11,632 11,401 2% 
EBITDA 率 6% 7% -1pp 
每股盈利 - 基本 $0.04 $0.04 0% 
 
業務回顧及前景 
 
於回顧之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本期間溢利7,821,000港元，去年同期則錄得本期間溢利8,103,000港元。 儘管我們的
核心業務收入和利潤有所增加，但我們在無錫的合營企業利潤大幅下降，致使集團整體業績受到影響。政府的企業支

援計劃補貼有助改善本集團之整體表現。 
 
我們的核心成衣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溢利，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我們的收入增幅為23%。我們的銷售成本則上升
17%。通過嚴格控制我們的銷售和分銷成本以及行政成本，管理層設法將開支減少了25%。然而，管理層預期我們的核
心成衣業務未能將此正面業績延續到本財政年度下半年，這主要是因為全球通脹及利率高企、COVID-19疫情持續、俄
烏戰爭激烈以及疲弱的英鎊和歐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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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國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正面業績，但由於服裝和布料製造訂單持續減少，以及自去年十二月以來最低工資上漲

以及中美之間的持續衝突，管理層對其於財政年度餘下時間的業績表現感到悲觀。 
 
本集團無錫投資於回顧期內錄得溢利下跌。國內需求疲軟、能源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影響了我們的營業額和利潤率。我

們預期Covid-19疫情以及美國和歐盟實施的製裁將持續影響我們的業績。 
 
由於影響我們業務的各種不利因素並無消退跡象，管理層預期財政年度餘下時間將充滿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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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270,366,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35,472,000港

元)。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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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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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000港元(資產) (於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534,000港元(資產))，並已確認為衍生金融工具。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以任何資產作抵押。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除合營企業外，本集團(包括其附屬公司)聘用約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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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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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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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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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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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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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之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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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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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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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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陳 永 奎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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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陳淑玲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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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