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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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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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WEAVING MATERIAL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織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78）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告

中國織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1,421,077 1,796,390
銷售成本 (1,277,914) (1,680,266)

毛利 143,163 116,124
其他收入 5 29,215 28,641
其他收益及虧損 3,489 260
分銷及銷售開支 (26,543) (28,354)
行政開支 (49,217) (55,645)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回╱（損失） 5,158 (44,120)
使用權資產減值撥回╱（損失） 134 (426)

經營溢利 105,399 16,480
財務成本 6 (29,387) (32,690)

除稅前溢利╱（虧損） 76,012 (16,210)
所得稅開支 7 (13,208) (4,100)

年內溢利╱（虧損）及全面收入總額 8 62,804 (20,310)

年內溢利╱（虧損）及全面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62,750 (1,405)
非控制權益 54 (18,905)

62,804 (20,310)

每股溢利╱（虧損） 10
－ 基本 人民幣5.01分（人民幣0.11分）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2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11,698 951,945

使用權資產 74,906 80,668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11 101

商譽 20,617 20,617

1,007,232 1,053,331

流動資產
存貨 182,665 205,78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37,505 47,852

應收票據 5,570 10,217

已質押銀行存款 90,976 33,807

受限制銀行存款 – 500

現金及銀行結餘 184,606 135,585

501,322 433,74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213,820 285,069

合約負債 16,821 16,920

應付票據 83,000 81,146

遞延收入 264 227

租賃負債 16,512 21,605

銀行及其他借款 455,899 370,591

應付委託貸款 – 50,000

即期稅項負債 13,783 7,646

800,099 833,204

淨流動負債 (298,777) (399,45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08,455 65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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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6,830 7,256

租賃負債 1,046 2,652

銀行及其他借款 35,476 44,576

遞延稅項負債 35,868 33,203

79,220 87,687

淨資產 629,235 566,188

資本及儲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1,989 101,989

儲備 529,913 466,920

631,902 568,909

非控制權益 (2,667) (2,721)

權益總額 629,235 56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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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所有適用之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有
適用之個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
詮釋。綜合財務報表亦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
的披露規定。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在本集團本會計年度期間首次生效。附註2提供有關本集團營運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資料。
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淨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298,777,000元。該狀況顯
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慮。董事已審閱本集團預
測現金流，其中考慮了本集團生產需求和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的潛在影響。該等現金流預
測涵蓋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後的12個月。經考慮下述計劃和措施，董事合理預期
本集團具備充裕的營運資金履行未來12個月到期的財務責任。

(a) 本集團成功獲取往來銀行確認重續短期貸款。截至該等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日期，
本集團往來銀行已同意重續現時計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負債的銀行借款
約人民幣93,000,000元。

(b) 本集團可持續做出進一步的融資。若干現有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可供抵
押以作進一步融資所需。

(c) 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肆虐，本集團密切監查疫情最新發展，亦將不時評估疫情及
政府政策變化對本集團業務的影響，調整產品組合和銷售策略，確保本集團經營業務
可產生足夠的現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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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慮上述計劃和措施，董事認為本集團可在現有銀行融通水平下經營業務，將具備充裕
財務資源，以應付其資金需求及未來12個月的財務責任。因此，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
經營基準編製。

儘管如此，重大不確定性依然存在。當前經濟狀況持續產生不確定因素，於可預見未來尤
其對本集團產品需求和銀行融通水平產生影響。

倘本集團無法繼續持續經營，則須進行調整，將資產價值重列至可收回金額，並就可能產
生之額外負債作出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歸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該等
綜合財務報表尚未反映這些潛在調整之影響。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a)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首次應用了下列於本年度強制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的引用的
修訂以及下列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自二零二零
年一月一日起用於編制綜合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重大之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本年度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的引用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並無對
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表現與╱或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構成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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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
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該等可能與本集團經營相關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如下。

開始生效之會計期間
之起始日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概念框架之提述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 

相關租金優惠
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會計政策披露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之負債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會計估計之定義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有償合約 

－履行合約之成本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2018-2020周期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本集團正在評估首次應用該等發展的預期影響。迄今作出的結論為應用該等新訂及經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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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以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用作分配資源予分部及評估分部表現定期
審閱的內部報告（按照符合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的會計政策編製）及按銷售貨品類別作為分辨
基準。

負責分配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表現的主要營運決策者，被界定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
營分部」分辨以下兩類可報告分部。本集團概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以下可報告分部。

(a) 紗線－生產及銷售紗線

(b) 短纖－生產及銷售滌綸短纖

江西金源紡織有限公司（「江西金源」）、江西華春色紡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華春」）和珍源有
限公司的營運列為本集團經營及可報告分部－紗線銷售分部。

江西鑫源特種纖維有限公司（「鑫源」）的營運列為本集團經營及可報告分部－滌綸短纖銷售
分部。

本集團將分部間銷售及轉讓視為第三方銷售或轉讓（即按現行市價）入賬。

主要營運決策者沒有報告或使用分部資產和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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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報告分部損益資料：

紗線 短纖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1,297,882 123,195 1,421,077

分部之間收入 – 61,902 61,902

利息收入 1,067 84 1,151

利息支出 (24,895) (4,492) (29,387)

折舊 (61,281) (2,745) (64,026)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損失撥回 – 5,158 5,158
使用權資產減值損失撥回 – 134 134

存貨備抵撥回 – 2,110 2,110

暴雨損毀存貨 (495) – (495)

可報告分部溢利 67,119 143 6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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紗線 短纖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1,687,244 109,146 1,796,390

分部之間收入 – 37,495 37,495

利息收入 1,381 44 1,425

利息支出 (28,437) (4,252) (32,689)

折舊 (61,355) (6,681) (68,036)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損失 – (44,120) (44,120)

使用權資產減值損失 – (426) (426)

存貨備抵 – (2,372) (2,372)

註銷存貨 – (830) (830)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50,196 (71,920) (21,724)

主要營運決策者所審閱的分部收入和溢利或虧損對賬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總額 1,482,979 1,833,885

分部之間收入沖銷 (61,902) (37,495)

本集團收入 1,421,077 1,796,390

溢利或虧損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總額 67,262 (21,724)

分部之間（收益）╱虧損沖銷 (228) 120

有關政府補助的收入調整 10,705 8,507

未分配支出淨值：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673 (820)

行政及其他開支 (2,400) (2,293)

所得稅開支 (13,208) (4,100)

本集團年內溢利╱（虧損） 62,804 (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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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鑒於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的99%以上（二零一九年：99%）位於中國，故此相關非流動資產的地
區資料未予呈列。

本集團收入的99%以上（二零一九年：99%）均來自於在中國的紗線及滌綸短纖銷售，該等收
入是基於產品交付地（亦即客戶所在地）確認。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來自單一客戶的收入佔本集團
銷售總額10%以上。

4. 收入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生產及買賣紗線產品及相關原材料。本集團於貨物交收時點確認收入。

收入劃分

年度來自客戶合約收益的主要產品銷售收入劃分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來自客戶合約收益
按主要產品劃分
－ 銷售紗線 1,297,882 1,687,244

－ 銷售滌綸短纖 123,195 109,146

1,421,077 1,796,390

5. 其他收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1,173 1,433

政府補助 10,705 8,507

廢料銷售收入 16,278 17,658

租金收入 864 854

其他 195 189

29,215 28,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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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借款利息 26,194 27,389

委託貸款利息 2,525 4,332

租賃負債利息 668 969

29,387 32,690

7.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年內撥備 10,946 9,942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403) (1,661)

10,543 8,281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及撥回 2,665 5,080

稅率變動影響 – (9,261)

2,665 (4,181)

合計 13,208 4,100

由於本集團並無香港利得稅之應評稅利潤，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本年度稅項開支指中國的企業所得稅，乃就本公司位於中國之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收入以適
用稅率計算。

自二零一四年開始，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江西金源已被認定為國家鼓勵的高新技術企業。因
此江西金源的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15%。

自二零一九年開始，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華春已被認定為國家鼓勵的高新技術企業。因此華
春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享有優惠稅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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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附屬公司鑫源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付予非中國居民企業之附屬公司的利息總額所適用之中國預提稅稅率
為7%。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稅法，外國投資者於中國成立的公司自二零零八年起賺取的溢利，其
相關股息將會被徵收10%的預提所得稅。該等股息稅率可能會就適用的稅務協定或安排進一
步調低。根據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
倘一香港居民企業持有中國居民企業至少25%的權益，由該中國居民企業向香港居民企業所
支付股息的預提稅稅率將進一步調低至5%。

8. 年內溢利╱（虧損）

本集團年內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得出：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酬、花紅及津貼 162,792 181,06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附註） 4,338 18,739

167,130 199,805

附註： 於二零二零年期間，為應對疫情，本集團位於中國之附屬公司獲有關政府部門
豁免5至11個月員工退休福利計劃供款，豁免幅度介於50%至100%之間。

(b) 其他項目
短期租賃之租金費用 – 88

已銷售存貨成本 1,277,914 1,680,266

存貨（備抵撥回）╱撥備（已計入銷售存貨成本） (2,110) 2,372

存貨註銷（已計入銷售存貨成本） – 830

暴雨損毀存貨（已計入其他損失） 495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8,753 63,498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5,896 5,069

銷售存貨成本包括僱員福利開支，以及折舊分別為約人民幣153,908,000元（二零一九年：人
民幣183,738,000元）及人民幣54,548,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58,046,000元）並包含於上述
分別披露的金額中。

9. 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九年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 – 16,823

於報告期末之後，董事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
通股2.0港仙，惟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大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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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1,252,350,000股（二零一九年：1,252,350,000股）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盈利╱（虧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的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62,750 (1,405)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52,350 1,252,350

截至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每股攤薄盈利╱（虧損）呈列，
原因是期內並無潛在攤薄股份。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0,003 26,234

預付供應商款項 21,886 9,254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380 1,742

其他可收回稅項 4,236 10,622

37,505 47,852

一般而言，本集團會於交付產品前預先向客戶收取款項或票據。本集團視乎客戶的信譽，
給予若干長期及忠實的客戶介乎30至90天（二零一九年：15至90天）的信貸期。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已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貸質素。本集團參考合約所述之付款條
款檢討各客戶償還應收款項之紀錄，以釐定貿易應收款項之可收回性。

本集團並無就逾期貿易應收款項收取利息。在釐定貿易應收款項是否可收回時，本集團會
考慮有關貿易應收款項由最初授出信貸日期至報告期末信貸質素的任何變動。

以下為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與相應收入確認日期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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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30日 8,538 21,389

31-90日 630 2,650

91-180日 4 1,272

181-365日 – 919

365日以上 831 4

10,003 26,234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41,904 104,605

其他應付款項 7,387 22,202

其他應付稅項 20,252 13,081

薪金及工資應計項目 18,530 18,893

其他應計費用 124,928 119,208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819 6,802

應付股息 – 278

213,820 285,069

以下為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與相應貨品交付及所有權轉移予本集團
日期相約）：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30日 27,356 36,356

31-90日 10,256 55,883

91-180日 3,432 11,324

181-365日 – 1,042

365日以上 860 –

41,904 104,605

一般而言，本集團於收貨前預先付款予供應商。但在某些情況下，供應商可能於採購過程
中給予平均30天的信貸期限。本集團已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付款均在信貸期
限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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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報告摘要
以下乃節錄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
師報告：

「意見

吾等認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 貴集團於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表現
及綜合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持續經營之重大不明朗因素

吾等謹請 閣下注意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當中指出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貴集團的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298,777,000元。如附註2所述，
該事件或狀況顯示有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 貴集團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
問。吾等意見並無就該事項作出修訂。」

市場概覽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疫情」）對全球經濟活
動造成重大衝擊，導致全球經濟陷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在各
國政府推出貨幣政策和疏困措施之後，第二季度全球經濟出現改善跡象，美利堅
合眾國（「美國」）和歐洲聯盟（「歐盟」）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第三季度
錄得強勁反彈，分別增長約33.4%和11.6%。但二零二零年全年，美國和歐盟國內
生產總值仍分別錄得收縮約3.5%和6.2%。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二零二零
年第二季度成功遏制疫情，經濟出現反彈。中國是二零二零年全年世界上唯一一
個國內生產總值實現2.3%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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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政府為遏止疫情蔓延而實施旅遊限制及各種檢疫措施，疫情對原油需求
造成極大影響。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從二零一九年底每桶60美元左右跌至二零二零
年四月的負值，二零二零年六月反彈至每桶40美元左右，然後在二零二零年下半
年大部分時間都徘徊在該水平。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原油價格下跌趨勢推低了包括
滌綸紗線產品的原材料在內的石油相關下游產品的價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原材
料價格下跌，滌綸相關紗線產品的銷售價格因而受壓。所幸的是二零二零年下半
年原油價格回升，為石油相關下游產品價格提供上行動力，包括生產滌綸紗線產
品的原材料。因此，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原材料價格上行趨勢相應地導致滌綸紗
線產品售價上漲。

國際棉花價格從二零一九年底每磅70美分左右跌至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末每磅50

美分以下，並穩步回升至二零二零年底每磅80美分左右。中國國內棉花交易價格
與國際棉花交易價格走勢相似。中國國內棉花價格從二零一九年底每噸約人民幣
13,500元跌至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末每噸約人民幣11,000元，並穩步回升至二零二
零年底每噸約人民幣14,500元。中國政府一直維持棉花收儲、直接補貼棉農及有
序拍賣國家儲備棉政策。這些政策使得中國國內棉花價格沒有任何重大影響。

中國政府在二零二零年第一季所採取的防控措施卓有成效，第二季度中國疫情受
控，國內生產總值開始回升。中國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經濟加速復甦，增長率分
別達到4.9%和6.5%。歐洲、美國和拉丁美洲疫情在第一季度末前後大規模爆發。
這些地區疫情似乎在二零二零年底達到峰值，但在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仍然居高
不下。多款疫苗的推出，意味著未來趨向樂觀，但生活回復正常，仍需假以時日。
因此，這些經濟體復甦將需更長時間，很可能在二零二一年後期回復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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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紗線產品銷量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28,808噸減少9.8%

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16,242噸。銷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疫
情導致的二零二零上半年不利市場環境情況。本集團紗線產品產量由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23,528噸減少7.7%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14,032噸。產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為遏制疫情蔓延，中國政府
於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啟動緊急公共衛生和旅遊限制措施，導致農曆新年假期後
生產復工日期延遲。本集團紗線產品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約人民幣16.872億元減少23.1%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
幣12.979億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毛利及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溢利分別為約人民幣1.432億元及約人民幣62.8百萬元。為應對市場環境變化，
本集團已調整產品組合，重心轉向以中國內需為主的大眾市場產品的下游客戶。

本集團附屬公司，江西鑫源特種纖維有限公司（「鑫源」）從事生產及買賣滌綸短纖
（「PSF」），一種本集團生產滌綸紗線產品的基本原材料。PSF銷量由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1,808噸增加62.9%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約35,534噸。PSF產量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9,358噸
減少3.2%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8,413噸。二零二零年鑫源
業績顯著提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鑫源溢利約人民幣0.5百萬
元，相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虧損約人民幣71.8百萬元，其中
包括減值損失約人民幣44.5百萬元。業績顯著提升原因有：i) 二零二零年下半年
原油價格上升帶動市場環境及原油相關下游產品，如PSF市場得以改善；ii) PSF產
品質量提升，原因是產品原料由再生塑料碎片轉為直接由石油副產品生產PSF；
以及 iii）撥回減值損失約人民幣5.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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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疫情對美國和歐盟地區造成非常嚴重的經濟衝擊，意味著
中國服裝行業的主要出口市場受到嚴重打擊。另一方面，中國在第二季度成功遏
制疫情，第三和第四季度經濟反彈，並重拾增長勢頭。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包括
服裝消費在內的中國國內消費市場增長強勁。下游消費者需求增長，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疫情導致紡織行業庫存相對較低，以及原材料價格上漲帶動紗線產品價格
向上的趨勢，推動了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紗線市場的蓬勃發展。二零二零年下半年，
尤其是第四季度，紗線產品需求和價格普遍上漲。

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14.211億元，較上
一年度減少20.9%或約人民幣3.753億元。本集團產品銷售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滌綸紗 474,458 33.4% 618,745 34.4%

滌棉混紡紗及 

黏膠棉混紡紗 579,116 40.8% 718,561 40.0%

麻灰滌綸色紗 174,299 12.3% 165,754 9.2%

黏膠紗及彈力包芯黏膠紗 48,615 3.4% 141,241 7.9%

棉紗 21,179 1.4% 42,329 2.4%

滌綸短纖 123,195 8.7% 109,146 6.1%

其他 215 0.0% 614 0.0%

1,421,077 100.0% 1,796,39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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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紗線銷量由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28,808噸減少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16,242噸，以及紗線產品平均銷售價格降低。本集團紗線產品
的整體平均售價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噸約人民幣13,089元
降低14.7%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噸約人民幣11,165元。紗線
產品的整體平均售價降低主要是由於紗線產品售價和原材料價格趨勢正向相關。
二零二零年原材料平均價格較二零一九年為低。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161億元，增加至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432億元。本集團毛利率由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6.5%，增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約10.1%。每噸產品的平均成本下降幅度遠高於每噸產品的平均銷售價格
下降幅度。中國經濟在第二季度反彈，第三和第四季度重拾增長勢頭。二零二零
年下半年，包括服裝消費在內的國內消費市場增長強勁。上述因素使紗線產品整
體市場環境得以改善。

其他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收入約人民幣29.2百萬元，較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8.6百萬元略增2.1%或約人民幣0.6

百萬元。

其他收益和虧損

本集團其他收益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人民幣3.5百萬元，較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0.3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3.2百萬
元或10.7倍。其他收益增加主要是由於外匯兌換錄得淨收益。

分銷及銷售開支

本集團分銷及銷售開支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人民幣26.5百
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8.4百萬元減少6.7%或
約人民幣1.9百萬元。分銷及銷售開支減少主要是由於銷量減少。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銷及銷售開支佔本集團收入百分比約為1.9%（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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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行政開支約人民幣49.2百萬元，與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55.6百萬元減少11.5%或約人民幣
6.4百萬元。行政開支減少的主要原因是某些政府稅款和徵費得以豁免，此乃當地
政府為應對疫情對當地企業的影響而採取的部分扶助措施。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行政開支佔本集團收入百分比約為3.5%（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3.1%）。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29.4百萬元，
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32.7百萬元減少10.1%或約人民
幣3.3百萬元。本集團財務成本減少主要原因是由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中國貸款市
場報價利率降低導致利率降低以及委託貸款於二零二零年期間悉數清還。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13.2百萬元，
相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所得稅開支為約人民幣4.1百萬元。本集團實際所得稅率約為
17.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及純利╱（淨虧損）率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62.8百萬元，
相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人民幣1.4百萬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純利率約4.4%，相較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淨虧損率為約0.1%。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主要是
由於毛利增加及撥回減值虧損約人民幣5.3百萬元所致。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主要是由於毛利減少和減值虧損約人民
幣44.5百萬元。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每股基本盈利約人民幣5.01分，相
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每股基本虧損約人民幣0.11分。本公
司每股盈利增加是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淨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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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其在中國和香港的往來銀行所提供融通撥付
其營運所需。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有由經營活動
產生之淨現金流入。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人民幣1.846億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56億元）及已質押銀行
存款約人民幣91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3.8百萬元）。本集
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人民幣持有。

資本架構及資產質押

本集團的附息借款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和美元列值。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的附息借款約為人民幣5.089億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4.894億元），其中92.8%即約人民幣4.724億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0.4%即人民幣4.422億元）須於一年內或應要求償還。本集團的銀行授信額度乃以
本集團賬面值合共約人民幣7.316億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991

億元）的物業、廠房和設備，使用權資產及已質押銀行存款作為抵押。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即銀行借款、租賃負債
及應付票據的總和除以總資產，約為39.2%（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8.4%）。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淨流動負債及淨資產分別為約人民幣2.988

億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995億元）及約人民幣6.292億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662億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面臨一定的外匯風險，原因是本集團持有包括港元和美元計價的資產和負
債，其與本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不同。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
外幣計值的貨幣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分別為約人民幣6.8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3百萬元）及約人民幣42.8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48百萬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並無使
用於對沖外匯風險的金融工具。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的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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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薪酬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3,046名僱員（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182名）。僱員（包括董事）的薪酬乃根據表現、專業經驗及現行市場
慣例釐定。本集團管理層定期檢討本集團僱員的薪酬政策及安排。除退休金外，
本集團亦將根據個別僱員的表現授出酌情花紅作為獎勵。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日採納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可向合資格人士（包括董事及僱員）授
出購股權。自計劃獲採納以來，概無根據計劃授出購股權。

重大投資及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收購或
出售附屬公司。

前景
歐洲，美國和拉丁美洲疫情感染人數依然居高不下，新變種病毒在二零二一年第
一季度迅速蔓延。儘管二零二一年初疫情感染人數激增導致許多地區重啟封鎖政
策，但是多款疫苗的開發，使我們對世界在不久的將來可恢復到某種程度的正常
狀態抱持希望。由於推出疫苗接種計劃所需費時，因此全球經濟不太可能迅速恢
復正常。中國紡織業和服裝業所面對的出口市場依然嚴峻。然而，與西方國家相
比，亞洲國家疫情感染比率要低得多。中國政府在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成功遏制
疫情，並已重啟經濟。因此，亞洲國家經濟很可能在二零二一年率先復甦。《區域
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的簽署將進一步促進整個亞洲區域內部經濟活動，同時，
中國與歐盟近日就一項投資協定達成政治協議，待歐盟通過後，將可推動龐大的
雙邊投資流量。

中國在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成功遏制疫情，加上政府實施各項扶持措施和政策以
促進內部消費，中國經濟在第三和第四季度加速復甦，增長率分別達到4.9%和
6.5%。中國國內服裝市場因而從復甦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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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原油價格回升，為包括滌綸紗線產品原材料在內的石油相關下
游產品的價格提供了上行動力。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國際和國內棉花價格也有所
回升。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特別是第四季度，原材料價格的上漲趨勢推動了紗線
產品售價。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原油和國際棉花價格仍然維持高位。若大宗商品
價格持續保持在較高水平，因而產生關聯效應，將有利於紡織行業和紗線產品市場。

疫苗接種計劃的推出為二零二一年遏制疫情帶來了希望。但是，新冠病毒的變種
風險以及二零二零年地緣政治問題頻繁出現引致的不確定性仍然對經濟復甦構成
威脅。為適應市場狀況，本集團調整產品組合和定價策略，以期實現銷售和現金
流的最大化。本集團抓住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市場蓬勃發展機遇，售清大部分庫
存產品。與此同時，本集團預期產品售價將持續走高，從而儲備更多原材料。本
集團將持續密切關注市場變化，採取必要措施，調整產能，改善產品組合及定價
策略。本集團亦將持續關注工業生產安全，並尋求透過提升自動化水平提高生產
效率。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最佳的產能佈局，同時著眼保持健康的庫存水平，促
進產品銷售。本集團業務因產品組合擴闊及規模經濟效益提高而受惠，本集團對
未來充滿信心。本集團相信憑藉其生產規模、強勁的品牌認受性及專業的管理，
能夠抓緊紡織行業明朗前景帶來的優勢，繼續鞏固其優越地位。

股東週年大會
建議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召開。股東週年大會公告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於適當時候刊發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股東」）。

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股息每股 2.0港仙（「末
期股息」）。末期股息將從本公司的股本溢價中宣告並派出。待股東在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一
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前後派付予在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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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有權出席並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一年六月
二十二日（星期二）起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止（包括首尾兩天）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概不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
將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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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理登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有權獲派建議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本公司將
由二零二一年七月五日（星期一）起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星期三）止（包括首尾
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概不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
派建議末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星
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的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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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理登記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述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現行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的守則
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C.2.5，本公司沒有設立內部審核功能（「內審」）。經考慮本
集團經營規模、複雜程度及設立內審之預計成本，本公司認為現有組織架構及管
理團隊的緊密監控可以對本集團提供有效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功能。董事會審核
委員會會定期審視本集團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之有效性。董事會會每年檢討
是否需要設立內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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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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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確認，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
定查詢後，彼等各自確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彼等已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連同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以及已審閱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確認，本初步公告所載列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
關附註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
的數額一致。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於上述所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任何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委聘審閱準則或香港保證聘約準則的受委
聘核證，因此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並未對本初步公告作出保證。

刊發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年度業績公告將於聯交所網站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  及本公司網站 

(www.chinaweavingmaterials.com)刊載。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於上述網
站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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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就本集團管理層及員工的貢獻及努力、客戶對本集團產品的信
心及支持、股東對我們的信任及支持以及各政府部門的支援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中國織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鄭洪

中國，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鄭永祥先生；非執行董事鄭洪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百香女士、許貽良先生及李國興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