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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製衣廠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業績公佈

長江製衣廠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及聯營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
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賬
（以港元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1 1,238,363 1,159,929
銷售成本 (1,039,303) (984,681)

199,060 175,248
其他收入 14,081 9,884
其他收益淨額 26,260 16,343
銷售及分銷費用 (53,643) (38,459)
行政費用 (128,070) (106,197)
其他經營費用 (28,937) (18,502)

經營溢利 28,751 38,317
融資成本 (15,213) (17,346)

13,538 20,97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33,887 20,950

除稅前日常業務溢利 2 47,425 41,921
稅項 3 (9,235) (10,520)

除稅後日常業務溢利 38,190 31,401
少數股東權益 (5,111) (3,810)

股東應佔溢利 33,079 27,591

可歸屬是年度股息： 4
於年內已宣派之中期股息 2,805 2,805
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末期股息 11,220 11,220

14,025 14,025

每股盈利
基本 5 0.24元 0.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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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分部報告
總營業額乃指銷售產品之發票總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分類業績按資產地域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亞太 分部間
止年度 香港 中國 地區 歐洲 其他 抵銷 未分類 綜合總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資產地區
來自外界客戶的
收入 701,130 134,787 234,215 167,590 641 － － 1,238,363
其他分部的交易 66,550 138,230 － － 4,809 (209,589) － －
其他收入 22,623 362 1,322 322 － (11,093) － 13,536

收入總額 790,303 273,379 235,537 167,912 5,450 (220,682) － 1,251,899

分部經營結果 53,408 (14,040) (26,942) 21,698 (5,918) 545 28,751
融資成本 (15,213)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減虧損 8,926 32,956 (8,833) 838 － 33,887
稅項 (9,235)
少數股東權益 (5,111)

股東應佔溢利 33,079

年度內折舊及
攤銷 7,497 12,456 7,881 1,517 1,301 30,652

截至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亞太 分部間
止年度 香港 中國 地區 歐洲 其他 抵銷 未分類 綜合總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資產地區
來自外界客戶的
收入 713,45 8 263,02 7 165,22 1 17,995 228 － － 1,159,9 29
其他分部的交易 － 96,838 － － 878 (97,716) － －
其他收入 15,026 374 798 － － (7,408) － 8,790

收入總額 728,48 4 360,23 9 166,01 9 17,995 1,106 (105,124 ) － 1,168,7 19

分部經營結果 30,373 16,463 (7,748) (2,002) 137 1,094 38,317
融資成本 (17,346)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減虧損 (61) 24,869 (1,376) (2,482) － 20,950
稅項 (10,520)
少數股東權益 (3,810)

股東應佔溢利 27,591

年度內折舊及
攤銷 4,987 13,659 4,730 922 114 2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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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地區分部附加資料：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元 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  歐洲

英國 183,004 258,080
德國 89,510 140,457
法國 203,731 85,370
其他歐洲國家 222,146 255,495

－  北美洲 340,209 238,378
－  亞太地區 182,905 171,055
－  其他 16,858 11,094

1,238,363 1,159,929

基於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溢利差不多全數由銷售及生產成衣所得，故此並無
呈報業務分部資料。

2. 除稅前日常業務溢利
除稅前日常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元 千元

融資成本 15,213 17,346
永久配額攤銷 － 659
正商譽攤銷 2,338 1,039
負商譽攤銷 (494) －
負商譽攤銷（計入應計聯營公司
溢利減虧損） (7,517) －

存貨成本 1,039,303 984,681
折舊 28,808 22,714
土地及樓宇減值沖回 － (2,242)
非上市股本證券之股息收入 (350) (358)
出售非交易證券之已變現虧損淨額 190 －
出售固定資產淨虧損  ／（收益） 521 (4,873)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712 －
不再綜合計算及在清盤中的
附屬公司之收益 (6,082) －

再投資於聯營公司之其他收入 (3,180) －



– 4 –

3. 稅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元 千元

本年度香港利得稅準備 7,675 3,816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625) (749)

7,050 3,067
海外稅項 (104) 2,851

6,946 5,918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2,289 4,602

9,235 10,520

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
利以16%（二零零二年：16%）之稅率計算。海外附屬公司及分公司之稅項
則同樣以相關國家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4. 股息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元 千元

已宣派及支付中期股息每股2仙
（二零零二年：2仙） 2,805 2,805
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末期股息
每股8仙（二零零二年： 8仙） 11,220 11,220

14,025 14,025

5.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 33,079,000元（二零零二年：
27,591,000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140,245,792股（二零
零二年： 140,311,8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本公司並無具有潛在攤薄能力之股份；因此，攤薄後每股盈利並無
予以呈報。

股息
董事會議決派發末期股息每股8仙（二零零二年：  8仙），股息將於二
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派付。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八日起至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股東如欲獲派末期股息，務請將過戶文件於二零零三年八
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送交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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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合和中心十七樓。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成衣業之經營環境仍然困難。售價再度下降，本集團多間廠房均錄得
虧損。幸而成衣貿易業務繼續擴展，所獲得之溢利足以彌補部份虧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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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其他投資仍帶來利潤，事實上，該等投資對本集團之整體溢利
有莫大裨益。該等投資包括：法國之成衣進口公司Yangtzekiang S.A.；
中國無錫之紡紗及紡織廠無錫長新紡織有限公司；中國青海之熔鋁廠
青海長青鋁業有限公司，以及最近投資橫跨中港兩地之視光工具製造
公司寶源基業有限公司。有關該等投資之資料，將會在管理層討論與
分析報告內詳細說明。

成衣業務
本集團以長江製衣廠有限公司之名義經營梭織成衣業務，並以香港織
造有限公司之名義經營針織業務。本集團產品包括男仕及女仕套裝、
恤衫、褲、短褲、馬球襯衫、T恤及毛衣。本集團之香港總部負責銷
售及管理。本集團在香港專責成衣貿易業務，並全面控制設於中國、
澳門、馬來西亞、緬甸、孟加拉、斯里蘭卡、柬埔寨及非洲萊索托之
生產廠房。

位於中國番禺之卓越織造（廣州）有限公司，其經營之廠房負責全套縱
向製衣工序，包括紡織、漂染及棉布處理以至成衣製造等工序，主要
生產優質絲光棉針織馬球襯衫。去年該公司再次達到理想業績，但由
於南中國製造成本上漲且售價下跌，本集團預期來年將會更為艱難。

位於中國番禺之黃浦江製衣（廣州）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成
立，以生產優質男仕及女仕梭織恤衫為主。由於該廠房仍處於成立階
段，本公司預期該廠房來年不會帶來利潤。

我們之澳門廠房德祥製衣廠已逾三十多年之經營歷史，直至近年未能
獲利。售價持續下跌，該廠房未能繼續錄得溢利，其業務亦已大幅縮
減。

由於馬來西亞製造成本高昂，我們之馬來西亞廠房 Yangtzekiang
Industries Sdn. Bhd.已關閉多間生產廠房，並會繼續削減其業務。

我們之緬甸廠房Yangtzekiang Industries (Myanmar) Ltd.之生產面積逾
180,000平方呎，為本集團其中一間最大之生產廠房。該廠房生產主要
為外銷歐洲之梭織及針織恤衫。在過往數年，緬甸業務一直有溢利。
然而，由於近期發生之政治事件可能令緬甸遭貿易禁制，本集團預期
來自歐洲及美國之業務將會大跌。

孟加拉仍為本集團在梭織恤衫生產方面的一個重要地區，我們在當地
設有逾十二間已訂立生產協議之廠房。本集團在孟加拉之辦事處聘用
30多名員工，負責監察該等廠房之運作，而產品主要外銷至歐洲市
場。

位於斯里蘭卡之Hongkong Knitters Lanka (PVT) Ltd.，由於訂單價格
極低，在本年出現虧損。基於目前美國配額市場價格高企，我們預期
斯里蘭卡在來年繼續有虧損。然而，於二零零五年後撤除出口美國之
配額限制時，我們預期斯里蘭卡之廠房仍可繼續經營，原因為斯里蘭
卡之製造成本較本集團其他生產設施低，而本集團亦無須就配額支付
高昂費用。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五月收購其餘股權，藉以重組該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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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柬埔寨廠房YGM (Cambodia) Ltd.於二零零零年開始投產，製
造褲類梭織品及若干馬球襯衫。本集團轉而生產大量優質馬球襯衫，
以外銷至美國市場，邊際溢利較最初該廠房生產之褲類梭織品為高。
自該廠房成立以來，本集團未曾在柬埔寨獲利，原因為該國家製造成
本不菲，且持續發生勞資糾紛。

位於非洲萊索托之H.K. International Knitters (Proprietary) Ltd.於二零
零二年成立，以發揮其成衣出口至美國無需配額之優勢，並利用美國
政府給予萊索托之進口關稅優惠。然而，該廠房之生產力相對較低，
現時達收支平衡。

其他業務
誠如主席報告所述，本集團所有投資於本年度均有利潤。

本集團已增加於中國無錫紡紗及紡織廠之投資，無錫長新紡織有限公
司再次獲得不俗業績。本集團擁有70%之新公司無錫長江精密紡織有
限公司已於無錫成立。該新公司亦擁有一間紡紗及紡織廠，專注為梭
織品生產舊有合營公司不會生產之精密紡。下一步，本集團或會考慮
在當地設立成衣部門，以把握二零零五年後撤銷配額限制之機會。於
本文編撰之時，我們合營公司之股東（來自當地政府部門）正實施重
組，故此本集團可能因持股量有變而面對若干不明朗風險。然而，本
集團將為其投資尋求有利之最佳方案。

位於中國青海之青海長青鋁業有限公司乃一間熔鋁廠，再次於另一年
獲得盈利。但基於能源短缺及高原材料成本等問題，本集團預期該廠
之溢利會輕微下降。該公司可能面對之另一問題，就是其中一名合營
夥伴未能依約償還貸款，而該公司已就該貸款作出銀行互相擔保，故
此該公司或會因此面臨起訴。本集團將密切注意事件發展，希望將任
何損失減至最輕。

如先前所述，本集團增持於Yangtzekiang S.A.之權益，由過往43%增
至目前之87%。Yangtzekiang S.A.於本年度轉虧為盈，主要由於歐元
㶅率急升，且該公司重組後經營開支下降所致。於二零零三年四月，
Yangtzekiang S.A.收購法國內衣老牌子「JIL」標誌。本集團預期「JIL」
將可帶動該公司進一步發展。

寶源基業有限公司乃橫跨中港兩地之視光工具製造公司，於本年度稍
有錄得經營溢利。該公司現正開發多件視光產品，倘計劃順利進行，
該等產品將於來年在公開市場出售，預期將於二零零四／二零零五年
獲得經營溢利。然而，該公司有負商譽四千五百萬港元，將會分六年
期攤銷，故此該公司自本年起將會顯示非經營溢利七百五十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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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董事了解到成衣業將會面臨重重困難，蓋因自二零零五年後，世界大
部份國家成衣出口至各主要市場將不受配額限制，意味著未來競爭將
較現時激烈。本集團將密切審視其所有生產設施之生產力，只會保留
證實具競爭力、生產效率及成本效益之工廠。長遠而言，鑑於製衣業
之經營越見困難，本集團將會拓展成衣貿易之業務。除了計劃進軍成
衣貿易業務外，本集團亦嘗試於美國及歐洲等主要市場設立銷售及分
銷辦事處，增設當地業務。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於本年度，本集團繼續以其內部財政資源、銀行貸款及進出口相關銀
行信貸應付其業務及資本開支需要。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及銀行貸款分
別為四千五百萬港元（二零零二年：五千萬港元）及三億七千萬港元（二
零零二年：一億六千六百萬港元）。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總銀行
貸款相對股東資金之百分比）為102%（二零零二年：47%）。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銀行貸款增加二億四百萬港元
至三億七千萬港元。於回顧年內，位於中國之合營公司無錫長江精密
紡織有限公司籌集短期貸款人民幣二億元，以撥付其業務發展及在建
中廠房及機器之需要。該合營公司將該筆貸款重新融資為中期或長期
銀行貸款，惟該公司目前仍可享有短期貸款之低借貸成本。該等貸款
由中國無錫之銀行提供，並獲本集團之聯營公司無錫長新紡織有限公
司擔保。管理層相信，該合營公司可取得足夠銀行信貸及財務資源作
日後擴展之用。除無錫長新紡織有限公司提供之擔保外，本集團並無
就上述貸款提供其他擔保。本集團最高潛在負債為本集團應佔此聯營
公司之資產淨值。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及其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增加，主
要由於回顧年內，本集團將其於附屬公司Yangtzekiang S.A.之持股量
由43%增加至 87%後出現合併所致。
本集團採用審慎政策以對沖㶅率波動。本集團大部份業務均主要以港
元或美元結算。至於以其他貨幣結算之業務，本集團已就其以外幣結
算之應收款及應付款訂立若干遠期合約，以對沖外㶅波動。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除聯營公司以外，本集團（包括其附屬公
司）聘用約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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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公積金計劃、醫
療保險及培訓。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
無收購、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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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整年度均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14所
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彼等須按
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第95及104條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審核委員會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經修訂）之規定，本公司已成立一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並已備妥
職權範圍書。藉以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事
務。委員會成員包括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在聯交所之網頁刊登業績
一份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所規定全部資料之詳盡業績
公佈，將於稍後在聯交所之網頁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瑞球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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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茲通告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十二時十五分假座九
龍又一村高槐路七號又一村花園俱樂部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便進行下列事項：－
1. 省覽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及董事會與核數師報告

書。
2. 宣派末期股息。
3. 選舉董事。
4. 委聘核數師並釐定其酬金。
5.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及酌情通過下列普通決議案：－

5.1 「動議：－
(a) 根據(b)段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在有關期間內行使

本公司一切權力以購回本公司股份；
(b) 本公司依據上文(a)段之批准，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或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為此所認可之其他任何證券交易所根據香港購回股份守則所
購回股份之總面值，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之日已
發行股本總面值之10%，而上述批准亦須受此限制；

(c) 就本決議案而言：－
(i)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至下列三者之較早

日期止之期間：－
(a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及
(bb) 法例規定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須予舉行之

期限屆滿之日；及
(cc)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

修訂本決議案下授出之權力；及
(ii) 「股份」指本公司股本中各類股份及附有可認購或購買

本公司股份之權利之證券，包括（惟不限於）本公司股
本中每股面值 0.50港元之普通股。」

5.2 「動議：－
(a) 在(c)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在有關期間

內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配發、發行及處置本公司股本中之
額外股份，並作出或授予或須行使該項權力之建議、協議及
認股權；

(b) (a)段之批准須授權本公司董事在有關期間內作出或授出或須
於有關期間後行使該項權力之建議、協議及認股權；

(c) 董事依據(a)段之批准所配發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配發（不
論是否依據認股權）之股本總面值（並非按 (i)供股、(ii)就本公
司所發行之任何認股權證或任何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證券
之條款行使認購權或轉換權、(iii)現時採納之任何優先認股
計劃或類似安排，以便向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行
政人員及／或僱員授予或發行股份或可收購本公司股份之權
利或(iv)任何代息股份或類似安排，以便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
織章程細則，配發可取代本公司股份之全部或部分股息之股
份），不得超過(aa)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之日已發行股本總
面值之20%，加上(bb)（若董事獲本公司股東透過個別之普通



– 10 –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決議案所授權）本公司在本決議案通過後購回本公司股本面
值（最多為本決議案通過之日已發行股本總面值之10%）兩者
之總額，上述批准亦須受此規限；及

(d)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至下列三者之較早日期止
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及
(ii) 法例規定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須予舉行之期限屆

滿之日；及
(iii) 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

所授予之批准；及

「供股」乃指在董事會指定之期間內，向於一指定記錄日期名
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份或任何類別股份持有人，按彼等當
時所持該等股份或類別股份之比例發售股份（惟董事會可就
有關零碎股權或經考慮任何香港以外地區之法例或當地任何
認可管制機構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規定後，在彼等視為必須
或權宜之情況下，免除若干股東之權利或另作安排）。」

5.3 「動議授權董事會行使本大會通告內所載第5.2項決議案(a)段所述有
關該決議案(c)段 (bb)分段所述本公司股本之本公司權力。」

承董事會命
秘書
許秀玲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註：

(a)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八日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股東如欲獲派股息，務請將過戶文件於二
零零三年八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送交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

(b) 凡有權出席上述通告召開之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代表
代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之股東。

(c)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授權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
之該等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最遲須於大會或續會舉行時間前48小時送達香港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22號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方為有效。

(d) 有關上述通告中第5項方面，請參閱本公司年報及賬目隨附有關購回股份一般權
力之致股東通告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