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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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期 業 績 截 至 二 零 零 三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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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2 685,976 537,936
銷售成本 (557,871) (443,360)

128,105 94,576
其他收入 3,011 4,631
其他收益淨額 5,767 8,238
銷售及分銷費用 (23,587) (23,495)
行政費用 (80,960) (54,744)
其他經營費用 (16,807) (11,319)

經營溢利 15,529 17,887
融資成本 (13,402) (6,622)

2,127 11,26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20,849 14,645

除稅前日常業務溢利 3 22,976 25,910
稅項 4 (7,842) (5,776)

除稅後日常業務溢利 15,134 20,134
少數股東權益 196 (2,562)

股東應佔溢利 15,330 17,572

宣派中期股息 5 1,402 2,805

每股盈利－基本 6 10.9仙 12.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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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
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申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編製。

本集團所採納之財務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會計實務準則12號（經修訂）
「所得稅」除外。

會計實務準則12號（經修訂）規定採用負債法，據此須就中期財務報表
之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用作計算應課稅溢利之相應稅基間之所有臨時差
額確認遞延稅項，而僅有少數情況可屬例外。由於會計實務準則12號
（經修訂）並無任何指定過渡規定，故該項會計政策已作出追溯採納。
二零零二年之比較款額已因此作出重列。

因採納此項會計政策，本集團於本期間內之溢利增加211,000港元（二零
零二年：減少3,000港元）及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
減少7,863,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7,324,000港元）。

2. 分部報告

分部間
香港 中國 亞太地區 歐洲 其他 抵銷 未分類 綜合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資產地點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495,085 68,676 963 121,230 22 －－－－－ －－－－－ 685,976
其他分部的交易 68,629 47,327 27,522 －－－－－ 6,018 (149,496) －－－－－ －－－－－
其他收入 1,058 590 1,190 146 －－－－－ (180) －－－－－ 2,804

收入總額 564,772 116,593 29,675 121,376 6,040 (149,676) －－－－－ 688,780

分部經營結果 27,494 (10,799) (8,171) 9,549 (2,751) －－－－－ 207 15,529
融資成本 (13,402)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減虧損 2,432 21,385 (2,968) －－－－－ －－－－－ －－－－－ －－－－－ 20,849

稅項 (7,842)
少數股東權益 196

股東應佔溢利 15,330

期間內折舊及攤銷 4,055 13,848 5,404 633 1,098 －－－－－ －－－－－ 2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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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間
香港 中國 亞太地區 歐洲 其他 抵銷 未分類 綜合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資產地點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291,039 87,709 89,726 68,825 637 － － 537,936
其他分部的交易 23,095 38,760 － － 1,751 (63,606) － －
其他收入 7,705 7 353 150 － (3,807) － 4,408

收入總額 321,839 126,476 90,079 68,975 2,388 (67,413) － 542,344

分部經營結果 26,483 (9,105) (9,614) 12,149 (2,249) － 223 17,887
融資成本 (6,622)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減虧損 3,440 14,198 (3,941) 948 － － － 14,645

稅項 (5,776)
少數股東權益 (2,562)

股東應佔溢利 17,572

期間內折舊及攤銷 2,949 6,278 2,584 235 271 － － 12,317

3. 除稅前日常業務溢利
除稅前日常業務溢利已扣除：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成本（包括銀行費用） 13,402 6,622
商譽攤銷 1,384 520
折舊 23,654 11,797

4.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稅項 3,836 2,408
海外稅項 122 343
遞延稅項 (211) 3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4,095 3,022

7,842 5,776

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
溢利以17.5%之稅率（二零零二年：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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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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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a) 本六個月期間之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六個月期間結束後宣派之
中期股息每股1仙
（二零零二年：每股2仙） 1,402 2,805

於本六個月期間結束後宣派之中期股息並未於本六個月期間之結算
日確認為負債。

(b) 本六個月期間批准及派發之過往財政年度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六個月期間批准及
派發之過往財政年度末期
股息每股8仙
（二零零二年：每股8仙） 11,220 11,220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 15,33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17,572,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140,245,792股（二零零
二年：140,245,792股）計算。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將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五日派付中期股息每股1仙（二零零
二年：每股2仙）。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將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七
日起至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二日止（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如欲符合
收取中期股息之資格，必須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
正之前將過戶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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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合和中心十七樓。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營業額增加148,040,000港元至685,976,000港元，淨收入則減少
2,242,000港元至 15,330,000港元。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整體溢利較去年同期減少，主要受下列兩項因素影
響：

1. 本公司擁有70%權益之無錫紡織廠  －  無錫長江精密紡織有限公司
之開辦成本：該紡織廠為本集團主要投資項目之一，包括超過
800,000平方呎之廠房，主要製造擁有龐大需求之精密紡。本集團
相信該項目將於營運後帶來盈利，並於首個年度內不會產生任何
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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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來自海外廠房之虧損：馬來西亞之Yangtzekiang Industries Sdn. Bhd.
已因生產成本高昂而大幅削減其業務。萊索托之H.K. International
Knitters (Proprietary) Limited受到當地貨幣蘭德之匯率上升影響，
導致成本較去年顯著上升。在柬埔寨之YGM (Cambodia) Limited
及在斯里蘭卡之Hongkong Knitters Lanka (PVT) Limited仍然錄得
虧損，但金額已大幅減少。

至於有利因素方面，本集團之梭織及針織成衣貿易業務規模正在擴大
並持續錄得盈利。在法國之進口公司Yangtzekiang S.A.在過去一年再
度獲得盈利，而所有其他投資項目如無錫長新紡織有限公司、青海長
青鋁業有限公司及寶源基業有限公司亦全部錄得盈利。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與銀行借款分別
為 49,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45,000,000港元）及
527,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370,000,000港元）。本
集團之資本與負債比率（即以銀行借款總額與股東資金之百份比列示）
為146%（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104%）。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款總額增加157,000,000港
元至527,000,000港元。於回顧期間內，由中國之合營企業無錫長江精
密紡織有限公司（「長江精密」） 增加等值港元110,000,000之短期貸款，
以供其業務發展及興建廠房設備。最近一家銀行向長江精密提供一筆
25,000,000美元之五年定期貸款，以作為該公司銀行借款之定期貸款融
資。除本集團之聯營公司無錫長新紡織有限公司所提供之擔保外，本
集團並無為長江精密所借之貸款提供任何擔保。管理層相信，合營企
業可取得充足之銀行融資及財務資源以供其日後發展所需。

本集團採用審慎政策以對沖㶅率波動。由於大部份業務均主要以港幣
及美元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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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除聯營公司以外，本集團聘用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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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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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此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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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按特定條款委任，
彼等須按照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95條及第104條於股東週年大
會上輪值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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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所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用
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曾就審核、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等事宜進行討
論，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
期賬目。

中期報告
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規定之全部資料之二零零三年
中期報告將登載於聯交所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瑞球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