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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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長長長 江江江江 製製製製 衣衣衣衣 有有有有 限限限限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YANGTZEKIANG GARMENT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00294) 

 截 至截 至截 至截 至 二 零 一二 零 一二 零 一二 零 一 二二二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全 年全 年全 年全 年 業 績 公 佈業 績 公 佈業 績 公 佈業 績 公 佈  

 長江製衣有限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之董事會欣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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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本集團的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度的比較數字及相關附註解釋如下：  

 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計 )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重列) 

 附註   千千千千元元元元   千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3及 4  1,750,673  1,416,250 銷售成本    (1,481,405)  (1,197,870)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269,268  218,380 其他收入    5,554  6,336 其他收益 /(虧損)淨額    7,053  (2,187) 銷售及分銷費用    (93,911)  (102,975) 行政費用    (84,666)  (75,965) 其他經營費用    (21,065)  (17,368)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82,233  26,221 融資成本  5(a)  (5,799)  (5,695)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192)  484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    7,522  72,594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淨額    -  1,808 出售前聯營公司收益    -  293 前聯營公司權益及應收前聯營公司股息之       減值虧損撥回    -  7,914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撥回    -  5,498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淨額    33,392  20,298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5  117,156  129,415 所得稅  6  (12,823)  (15,829) 
      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  104,333  113,586 

       應撥歸於應撥歸於應撥歸於應撥歸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3,159  113,053 非控股股東權益    1,174  533 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    104,333  113,586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0.49  $0.54 

      
 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的股息詳情載於附註 7。  

 



 

2 

 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計)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重列)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   104,333  113,586 
      本本本本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重列調整後重列調整後重列調整後重列調整後)     
      匯兌差額：       

 - 換算香港境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6,509  5,332 

 - 換算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資產淨值   22,425  24,698 

 -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累計匯兌差額轉撥至損益   -  (506) 

 - 於出售前聯營公司時累計匯兌差額轉撥至損益   -  (875) 
     
   28,934  28,649 
      重估轉撥往投資物業之持作自用土地及樓宇，已扣除稅項   14,231  -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          投資重估儲備變動淨額    218  (365) 現金流量對沖︰       對沖儲備變動淨額   3,016  (3,016) 
      

   46,399  25,268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50,732  138,854 

      應撥歸於應撥歸於應撥歸於應撥歸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49,822  138,404 
 非控股股東權益     910  450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50,732  13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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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計 )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重列)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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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168,616  105,056  83,711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397  101,278  104,529 持作經營租賃之自用租賃土地    1,776  1,768  1,747 

   272,789  208,102  189,987 無形資產     3,117  1,569  1,569 商譽     -  -  - 聯營公司權益     16  203  - 合營公司權益     611,270  610,400  513,133 固定資產預付款     789  3,273  - 其他金融資產     8,079  7,854  5,82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1,328  17,974  17,301 

    907,388  849,375  727,810 流流流流動資產動資產動資產動資產          存貨     127,345  140,153  90,41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329,199  236,315  197,939 可發還本期稅項     -  2,447  2,3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9,227  137,086  184,770 

    605,771  516,001  47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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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21,304  205,481  164,821 應付本期稅項     21,765  11,274  17,131 

    243,069  216,755  181,952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362,702  299,246  29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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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090  1,148,621  1,021,294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準備     33,108  27,818  24,754 遞延所得稅負債     14,778  17,363  15,125 

    47,886  45,181  39,879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1,222,204  1,103,440  981,415 

         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3,374  105,184  105,184 儲備     1,115,751  996,579  87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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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125  1,101,763  980,188 非控非控非控非控股股股股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     3,079  1,677  1,227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1,222,204  1,103,440  98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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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以港元計 )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本業績公佈並不是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乃是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撮要。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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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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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詮釋編製，並符合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要求。本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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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可供出售投資物業、分類為可供出售證券之金融工具及持有作現金流量對沖工具之衍生金融工具以公平價值列賬外，本綜合財務報表是以歷史成本作為編製基準。  

  
 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經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所載之數字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草擬本之數字作出比較，並認為數額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對此公佈的工作範圍有限，並不構成一項審計、審閱或其他保證的任務，因此核數師不對本公佈作任何保證。  

 

2. 會計政策變動會計政策變動會計政策變動會計政策變動  

 (a) 於本會計期間首次於本會計期間首次於本會計期間首次於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生效的生效的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一項新詮釋，並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現行會計期間首次採納。其中，以下發展適用於本集團財務報表：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關連人士披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一零年) 
    
  與本集團有關的發展影響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修改關連人士的釋義。因此，本集團已重新評估關連人士的判定，並確定經修訂釋義對本集團本期間及以往期間的關連人士披露並無任何重大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亦發佈有關政府相關實體的經修改披露規定。由於本集團並非政府相關實體，故對本集團並無影響。  
    
  - 二零一零年財報準則之改進引入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的披露規定之若干修訂。財務報表提述有關本集團金融工具的披露與經修訂披露規定已一致。該等修訂對於本期間或以往期間之財務報表確認的款額之分類、確認及計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除了提前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修訂)以處理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以公平值入賬之投資物業所確認遞延稅項外，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尚未使用任何尚未生效之新會計準則或詮釋，該項修訂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但就該修訂容許，本集團已決定提前採納。與本集團有關的發展影響詳情列載於附註2(b)。 

    
 (b) 提前採納提前採納提前採納提前採納《《《《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第第第12號號號號「「「「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的修訂的修訂的修訂的修訂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是唯一對本期或比較期間構成重大影響之會計政策變動。由於此項政策之變動，本集團須參照如於資產負債表日，按投資物業之賬面值出售時所產生之稅項負債，計算其投資物業之任何遞延所得稅。修訂前，如該等物業是根據租賃權益持有，遞延所得稅一般以該資產透過使用時收回其賬面值按適用的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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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會計政策變動已追溯採用，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起始結餘已重新呈報並據此對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比較數字作重新調整。由於本集團若干物業位於香港，會計政策變動引致估值收益之遞延所得稅減少如下：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  

   第 12號(修訂)後  

  如前報告 之影響 重新呈報 

  千元 千元 千元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 - 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度度度：：：：    

 所得稅 17,771 (1,942) 15,829 

 本年度溢利撥歸於：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11,111 1,942 113,053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0.53 $0.01 $0.54 
     

 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 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遞延所得稅負債 30,968 (13,605) 17,363 

 保留溢利 790,343 13,605 803,948 
     

 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 於二零一零年於二零一零年於二零一零年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四月一日四月一日四月一日：：：：    

 遞延所得稅負債 26,788 (11,663) 15,125 

 保留溢利 696,061 11,663 707,724 

 

3.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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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為供應給 客 戶貨品的銷售價值、加工服務收入及租金收入，並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製造及銷售成衣  1,716,736  1,360,211 

 製造及銷售紡織品  19,775  31,524 

 加工服務收入  7,656  20,254 

 物業租金收入  6,506  4,261 
     
  1,750,673  1,416,250 

 
 本集團之客戶基礎是分散的，只有兩個 (二零一一年：兩個 )客戶的營業額是超過本集團收入之10%。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成衣銷售給此等客戶，包括受此等客戶控制之個體，其銷售額約為614,404,000元(二零一一年：  363,869,0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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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分部。並無將任何經營分部合計以形成下列可呈報分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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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營公司權益：本集團合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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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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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資產及負債資產及負債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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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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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營公司權益、其他金融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可發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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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所得稅負債及其他企業負債。  
   
  分配至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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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計算方法為「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收益」，「利息」視為包括投資收入及融資成本，而「折舊及攤銷」視為包括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虧損。計算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收益時，本集團會就並無明確歸於個別分部之項目 (例如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減虧損、投資物業重估收益淨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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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及攤銷前的收益之分部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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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及支出、折舊、攤銷、減值虧損及分部添置用於營運之非流動分部資產的資料。分部間銷售的價格參考其他外在人士之類似的訂單價格。  
   
  合營公司權益  
   
  本集團於合營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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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權益除稅後之業績，此特定的分部被訂定為須予呈報分部溢利。須予呈報分部資產代表集團應佔合營公司資產淨值。由於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沒有審閱合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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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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資產及負債資產及負債資產及負債  (續續續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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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須予呈報分部資料如下： 

 
  製造及銷售成衣製造及銷售成衣製造及銷售成衣製造及銷售成衣       

  及紡織品及紡織品及紡織品及紡織品  合營公司權益合營公司權益合營公司權益合營公司權益  物業租賃物業租賃物業租賃物業租賃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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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1,744,167  1,411,989  -  -  6,506  4,261  1,750,673  1,416,250 分部業務間收入  -  -  -  -  2,443  2,734  2,443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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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4,167  1,411,989  -  -  8,949  6,995  1,753,116  1,41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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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扣除扣除扣除利息利息利息利息、、、、  稅項稅項稅項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調整後折舊及攤銷前的調整後折舊及攤銷前的調整後折舊及攤銷前的調整後  的收益的收益的收益的收益) 

 

89,960  42,638  7,522  72,594  6,798  5,391  104,280  120,623 

                  利息收入  1,675  861  -  -  -  -  1,675  861 融資成本  (5,799) (5,695) -  -  -  -  (5,799) (5,695)折舊及攤銷  (18,005) (18,198) -  -  -  -  (18,005) (18,198)固定資產減值虧損撥回  - 5,498 -  -  -  -  -  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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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61 619,558 611,270  610,400 168,616  105,056 1,490,147 1,335,014 

                  年度內增加非流動分部資產  25,732  15,293  -  -  -  -  25,732  1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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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71  231,474  -  -  -  -  252,971  23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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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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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或虧損溢利或虧損溢利或虧損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算表資產及負債之對算表資產及負債之對算表資產及負債之對算表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收入      
      
 須予呈報的分部收入   1,753,116  1,418,984 
 分部業務間收入相互對銷   (2,443)  (2,734) 
      
 綜合營業額   1,750,673  1,416,250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溢利      
      
 來自集團外界客戶的分部溢利(扣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的調整後的收益)  104,280  120,623 
 融資成本   (5,799)  (5,695) 
 應佔聯營公司 (虧損 )/溢利   (192)  484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淨額   -  1,808 
 出售前聯營公司收益   -  293 
 前聯營公司權益及應收前聯營公司股息之減值虧損撥回   -  7,914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撥回   -  5,498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淨額   33,392  20,298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12,607  4,149 
 折舊及攤銷   (18,005)  (18,198) 
 未分類總部及企業費用   (9,127)  (7,759) 
       
 綜合除稅前溢利   117,156  129,415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千元 

 資產       
       
 須予呈報的分部資產  1,490,147  1,335,014  1,175,259 
 無形資產  3,117  1,569  1,569 
 聯營公司權益  16  203  - 
 其他金融資產  8,079  7,854  5,82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1,328  17,974  17,301 
 可發還本期稅項  -  2,447  2,311 
 未分類總部及企業資產  472  315  986 
       
 綜合資產總額  1,513,159  1,365,376  1,203,246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重列 )  (重列 )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千元 

 負債       
       
 須予呈報的分部負債  252,971  231,474  185,980 
 應付本期所得稅  21,765  11,274  17,131 
 遞延所得稅負債  14,778  17,363  15,125 
 未分類總部及企業負債  1,441  1,825  3,595 
       
 綜合負債總額  290,955  261,936  22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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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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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商譽、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權益及購買固定資產預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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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產所在地是根據資產的實際位置而定；無形資產及商譽按所獲分配的營運地點而定；而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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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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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74  99,241  152,423  111,448 

 歐洲         

 - 英國  294,059  327,677  -  - 

 - 法國  3,958  2,169  -  - 

 - 其他歐洲國家  580,436  499,511  -  - 

 中國大陸  288,503  168,836  733,019  709,468 

 北美洲  272,434  186,363  -  - 

 其他  208,609  132,453  2,539  2,631 

  1,647,999  1,317,009  735,558  712,099 

         
  1,750,673  1,416,250  887,981  823,547 

 
5.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計入)/扣除：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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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包括銀行費用) 5,799  5,695 

       
 (b) 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481,405  1,197,870 

 租賃土地款項預付利息攤銷  58  63 

  折舊  17,947  18,135 

  現金流量對沖工具虧損淨額從權益中轉出  4,272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之減值虧損  136  35 
  核數師酬金  1,736  1,670 
  經營租賃費用：     

  最低租賃付款額  - 物業之租金  8,675  6,206 

  投資物業應收租金減直接支出 1,917,000 元     

   (二零一一年 : 1,708,000 元) (4,589)  (2,553) 

 
6.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中所示的所得稅為：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重列 )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本年本年本年本年稅項稅項稅項稅項  - 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     

 本年稅項撥備  10,681  2,560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超額撥備) 323  (62) 
     
   11,004  2,498 

 本年本年本年本年稅項稅項稅項稅項  –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境境境境外外外外     

 本年稅項撥備  2,256  11,296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  (613) 
     
   2,256  10,683 

 遞延所得稅遞延所得稅遞延所得稅遞延所得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437)  2,648 

      
         12,823  1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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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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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16.5%)的稅率計算。 
   
 香港境外附屬公司之稅項則同樣以相關司法權區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的相關法規，本集團的部分中國附屬公司可自首個獲利年度起的兩年免徵所得稅，並在其後三年減半徵收其中國附屬公司的適用稅率 (「免稅期」)。按照國務院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頒佈的《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優惠政策的通知》 (國發 [2007]39號 )，其中一家中國附屬公司根據新稅法以遞減至12.5%的稅率享有免稅期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所有其他中國附屬公司均以25%的稅率計算所得稅。  
 

7. 股本及股本及股本及股本及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a) 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本年度股息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本年度股息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本年度股息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本年度股息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已宣派及支付中期股息每股 0.02 元     

    (二零一一年 : 每股 0.02 元) 4,135  4,207 

  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0.06 元     

    (二零一一年 : 每股 0. 10 元) 12,405  21,037 
      
   16,540  25,244 

 

  於結算日後建議分派的末期股息尚未在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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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屬屬屬於上一財政年度於上一財政年度於上一財政年度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核准及支付的股息並於本年度核准及支付的股息並於本年度核准及支付的股息並於本年度核准及支付的股息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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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 元(二零一一年 : 每股 0.06 元) 21,037  12,622 

  (c)(c)(c)(c)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附註  千股千股千股千股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股  千元 
           
 法定股本法定股本法定股本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 0.50 元之普通股    400,000  200,000  4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普通股已發行及已繳足普通股已發行及已繳足普通股已發行及已繳足普通股:          

           

 於四月一日    210,369  105,184  210,369  105,184 

 於年內購回本公司股份   (i) (3,621)  (1,810)  -  - 
           
 於三月三十一日   206,748  103,374  210,369  105,184  
 (i) 購回本公司股份      

       
  於年度內，本公司透過在聯交所購回本公司股份如下：  
 
     每股股份   每股股份    

  月份 /年度  回購普通股總數   支付的最高價   支付的最低價   已付總代價  

   千股   港元   港元   千元  

          
  二零一一年九月  2,776  2.02  1.94  5,538 

  二零一一年十月  845  2.05  1.88  1,750 
          
  總額  3,621      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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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購之股份已被註銷，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亦已因此減去該等股份之面值。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49H 條，一筆相等於被註銷股份面值之金額 1,810,000 元，已由保留溢利轉撥往資本贖回儲備。回購股份之溢價 5,478,000 元亦由保留溢利中扣除。  

 
8.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乃 根 據 應 撥 歸 於 本 公 司 股 權持有人應佔溢 利 103,159,000元 ( 二 零 一 一 年 (重列 ) ：
113,053,000元 )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208,531,000股 (二零一一年：210,369,000股 )計算，以下列方式計算：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千千千千股股股股   千股  

,       
      

 於四月一日已發行的普通股  210,369  210,369 

 購回股份的影響(附註7(c)(i))  (1,838)  - 
      
 於三月三十一日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208,531  210,369 

 
 (b)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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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每股基本盈利與每股攤薄盈利相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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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應收賬款   163,391  99,451 

 應收票據   110,855  82,944 

 減：呆壞賬撥備   (6,283)  (6,284) 
      
   267,963  176,111 
 應收貸款   -  55 

 訂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52,681  49,27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4,238  4,184 

 應收合營公司款項   1,466  1,41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851  3,979 

 應收一前聯營公司股息   -  1,295 

      
   329,199  236,315 

 
 本集團及本公司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均預期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在發單日期後 30 至 120 日內到期。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貸款並沒有抵押及以年利率 6.5%計算利息。該筆貸款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償還。  

  
 應收關連公司、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款項是沒有抵押、不帶利息，並需按通知即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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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無個別或整體視為出現減值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千千千元元元元   千元  
       
 未逾期   197,298  132,186 

       
 逾期少於 61 日   65,116  37,788 

 逾期 61至 90 日   1,158  1,733 

 逾期 90 日以上   4,391  4,404 
       
 逾期金額   70,665  43,925 

              
    267,963  176,1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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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應付賬款   120,152  105,058 

 應付票據   13,812  3,909 
      
   133,964  108,96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86,882  89,924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418  1,883 

 應付一股東款項  – Chan Family Invest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40  842 
 持有作現金流量對沖工具之衍生金融工具  -  3,865 
      
   221,304  20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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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關連公司及股東款項是沒有抵押、不帶利息，並需按通知即時償還。  
  
 於結算日包括在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內有以下賬齡分析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千千千元元元元  千元 
       

 未逾期    84,716  77,246 

       
 逾期少於61日    43,354  27,975 

 逾期61日至90日    827  650 

 逾期90日以上    5,067  3,096 

 逾期金額    49,248  31,721 

       
       
    133,964  10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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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舉行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議決於會上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6仙(二零一一年： 10仙)。倘股東批准派發末期股息，預計總額為12,405,000元(二零一一年：21,037,000元)之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四日或相近日子支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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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起至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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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東大會並在會上投票，務請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 (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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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本公司亦將由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釐定股東獲派發建議末期股息之權利，於該期間不會處理任何股份轉讓。股東如欲獲派將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四日或相近日子派發之末期股息，務請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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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業務回顧及展望業務回顧及展望業務回顧及展望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之二零一一 /一二年度營業額增加至1,750,673,000港元(二零一零／一一年度：1,416,250,000港元)及整體溢利為104,333,000港元(二零一零／一一年度：113,586,000港元)。  

 本集團之整體純利下跌8%至104,333,000港元(二零一零／一一年度：113,586,000港元)，而本集團核心成衣業務之經營溢利則增加214%至82,233,000港元(二零一零／一一年度：26,221,000港元)。整體溢利輕微下跌主要由於無錫投資項目之溢利大幅減少。  

 年內，於中國之成衣製造業務仍然經營艱難，充滿挑戰。由於生產成本持續增加、縫紉工人短缺及海外市場之競爭激烈，本集團於中國之廠房面臨另一個艱難的一年。然而，儘管面對種種不利環境，憑藉銷售及生產部門努力不懈，中國廠房仍錄得良好業績。  

 海外國家之競爭加劇，低增值及高度勞動密集行業遷離珠江三角洲成為大趨勢。管理層為迎合有關趨勢，將主要生產廠房由廣州番禺遷移至廣西貴港。為配合此項轉變，番禺廠房已進行多項重大重組。  

 於回顧年度，由於擴充生產設施及管理人員之努力，位於孟加拉之Lavender Garment Limited錄得溢利增長。儘管歐洲經濟疲弱，吾等預期此廠房於未來年度可藉著具競爭力之成本架構錄得穩定業績。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無錫投資項目較二零一零年／一一年財政年度錄得全面逆轉。由於原棉價格大幅下調，對紗線售價造成不利影響，令溢利大幅減少。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本集團預期未來一年充滿挑戰。現時之全球經濟問題將對本集團之成衣業務造成非常負面影響。此外，本集團之出口業務絶大部份依賴歐洲市場，歐羅及英鎊疲弱將令本集團於銷售至歐洲方面更加困難。在生產方面，管理層將專注於管理及加強廣西貴港生產基地之產能，並透過進一步重組以削減整體生產成本。孟加拉廠房之產能將繼續穩定增加。預期紗線售價將繼續受壓，疲弱之歐洲市場預期將對高質量精密紡之需求減少，因此無錫投資項目將持續錄得欠佳業績。  

 成衣業務成衣業務成衣業務成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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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成衣貿易及採購業務，並全面監控中國及孟加拉之生產設施，以及監察及支援於中國及海外之加工廠。本集團亦在中國番禺、東莞、杭州、無錫及上海設有營業處，負責本集團於各地區之生產所需及監控於國內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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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中國之生產廠房主要位於廣州番禺及廣西貴港。貴港已成為本集團之主要生產地點，乃由於珠江三角洲地區之生產成本持續上漲及地方政府提倡發展高增值行業，惟成衣行業非屬於有關行業。   由於歐洲及美國市場疲弱，以及全球經濟不穩定，本集團預期不論在貿易或生產方面，二零一二年／一三年將為成衣業務艱苦經營的一年。本集團於中國之生產業務仍在進行一系列之重組，包括將番禺兩個廠房之共同部門合併、外判低利潤的漂染工序、精簡生產設施及公司為新產品，例如羽絨服，以解決淡季問題等。  本集團在孟加拉的恤衫廠 - Lavender Garment Limited經過擴充生產設施及提升產能，錄得另一年度溢利。本集團 冀藉著具競爭力之 成 本架構抗 衡疲弱之市場環境 ， 並 於 未 來 年 度繼續錄得 正 面增長及 溢 利 。 Lavender Garment Limited除了作為恤衫廠外，亦作為向客戶提供服務之銷售辦事處。  本集團大部份成衣業務由並非本公司擁有之廠房生產。本集團與中國、緬甸、孟加拉、越南、柬埔寨及印尼之多家廠房建立業務安排及夥伴關係。本集團亦預期，此項業務於未來一年將受到全球經濟問題影響而轉弱。     其他業務其他業務其他業務其他業務    無錫－棉投資有限公司為本集團擁有49%股權之合營公司，該公司在中國無錫擁有多間紡織相關公司。無錫集團之核心業務為生產中檔至高檔紗線。由於原棉價格大幅下跌影響其紗線售價，導致本回顧年度之溢利顯著減少。紗線價格持續低迷及歐洲市場對高質量精密紡之需求減少，本集團預期此情況於來年未能獲得改善。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仍以其內部資源及銀行貸款作為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49,227,000元 (二零一一年：137,086,000元)。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沒有任何銀行短期借貸及長期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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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及銀行結餘及銀行貸款均主要以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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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及應付款訂立若干遠期合約，以對沖外匯波動。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尚未履行之遠期外匯合約(二零一一年：3,865,000元)。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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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除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外，本集團(包括其附屬公司)聘用約5,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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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將一直有效，直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到期。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本公司可向本集團董事及僱員及其他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惟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為此發 行 之 本 公 司 股 份 總 數 不 得 超 過採納購 股 權 計劃當日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之 10%，即上限為 14,024,579股。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九日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批准增加購股權計劃可授出之購股權限額至21,036,868股，即當日已發行10%之普通股數目。  

 年內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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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收購收購收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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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以 7,288,000 港元的總代價回購 3,621,000 普通股份。回購詳情載列於上文附註 7(c)(i)。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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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管治管治管治管治常規守則常規守則常規守則常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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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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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劵交易之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劵交易之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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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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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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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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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登載載載載業績業績業績業績公佈及年報公佈及年報公佈及年報公佈及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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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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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長 江 製 衣長 江 製 衣長 江 製 衣 有 限 公 司有 限 公 司有 限 公 司有 限 公 司  

 主席  

 陳陳陳陳 瑞瑞瑞瑞 球球球球 

 香 港 ，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八位執行董事，為陳瑞球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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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學濂先生、林克平先生及施祖祥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