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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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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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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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1,796,390 1,836,161
銷售成本 (1,680,266) (1,640,190)

毛利 116,124 195,971
其他收入 5 28,641 31,231
其他收益及虧損 260 (2,723)
分銷及銷售開支 (28,354) (25,752)
行政開支 (55,645) (53,711)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損失 (44,120) –
使用權資產減值損失 (426) –

經營溢利 16,480 145,016
財務成本 6 (32,690) (35,665)

除稅前（虧損）╱溢利 (16,210) 109,351
所得稅開支 7 (4,100) (29,319)

年內（虧損）╱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8 (20,310) 80,032

年內（虧損）╱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405) 80,309
非控制權益 (18,905) (277)

(20,310) 80,032

每股（虧損）╱溢利 10   
－基本 (人民幣0.11分) 人民幣6.41分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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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1,945 1,082,457
預付租賃款項 – 42,364
使用權資產 80,668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101 2,760
商譽 20,617 20,617

1,053,331 1,148,198

流動資產
存貨 205,787 249,10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47,852 31,724
應收票據 10,217 8,800
預付租賃款項 – 1,079
已質押銀行存款 33,807 69,791
受限制銀行存款 500 500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5,585 47,548

433,748 408,54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285,069 214,477
合約負債 16,920 28,017
應付票據 81,146 173,780
遞延收入 227 227
租賃負債 21,605 –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 25,064
銀行及其他借款 370,591 365,923
應付委託貸款 50,000 –
即期稅項負債 7,646 8,688

833,204 816,176

淨流動負債 (399,456) (407,6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53,875 74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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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7,256 7,483

租賃負債 2,652 –

銀行及其他借款 44,576 24,176

應付委託貸款 – 50,000

遞延稅項負債 33,203 37,384

87,687 119,043

淨資產 566,188 621,521

資本及儲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1,989 101,989

儲備 466,920 490,170

568,909 592,159

非控制權益 (2,721) 29,362

權益總額 566,188 62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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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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獲准提前應用。附註2提供因應首次應用該等新訂及經
修訂準則而導致會計政策變動，以及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影響範
圍之資料。

本集團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的淨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399,45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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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集團或不能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解除其
負債。儘管如此，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仍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原因是董事已認真考慮本集
團當前和預期未來流動資金的影響，並信納：

(a) 本集團往來銀行於接續下來的十二個月可應要求提供營運資本所需之銀行融通如下：

(i) 截至該等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日期，本集團往來銀行同意重續現時計入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負債的銀行借款約人民幣82,300,000元。

(ii) 未提取之銀行融通約人民幣22,395,000元。

(iii) 於報告日期後，本集團成功獲得新的銀行融通約人民幣43,800,000元。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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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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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經營業務所產生的現金流量可以應付其現在及未來的財務承擔。

經考慮上述情況，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具備充裕財務資源，以應付其營運資金需求及
在可預見未來到期的財務責任。因此，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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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新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及若干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集團本會計
年度期間首次生效。

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
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制或呈列方式概無重大影響。本集團尚未應用於當前會計期間
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第4號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括租賃、準則詮釋委員會第15號經營租賃－誘
因及準則詮釋委員會第27號評估法律形式為租賃之交易實質。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為承租人引入了一個單一的會計模式，要求承租人對所有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和租
賃負債，惟租期少於12個月和資產價值較低之租賃除外。

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有關出租人的會計處理方式基本維持不變。出租人將繼續使用與
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類似的原則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因此，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並未對本集團作為出租人的租賃產生任何影響。出租人會計處理則大
致沿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內出租人的會計處理方式不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增加定性和定量之披露要求，旨在使財務報表使用者能夠評
估租賃對經營主體之財務狀況、財務業績及現金流的影響。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選用經修訂
追溯調整法，將首次應用的全部累計影響確認為對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權益期初結餘
之調整。比較資料概不會重列，繼續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作出報告。上述變動對
權益之期初餘額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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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之前會計政策變動之性質和影響及適用的過渡方法之更多細節披露如下：

(i) 租賃的新定義

租賃定義之變動主要在於控制之概念。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客戶是否
於一段時間內控制使用可識別資產而定義租賃，可透過確定使用量釐定。當客
戶既有權指示使用可識別資產，亦有權從該用途獲得幾乎所有經濟利益的情況
下，即擁有控制權。

本集團僅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新定義應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或之後訂立或更改之合約。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前訂立之合約，本集團已
採用過渡實際權宜方法豁免評估集團的現行安排中是否包含租賃。因此，先前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評估為租賃之合約繼續作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所指租賃入賬，而先前評估為非租賃服務安排之合約繼續入賬為執行合約。

(ii) 承租人會計方法及過渡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消之前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要求承租人將租賃分類
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的規定。取而代之，若本集團為承租人，須將所有租賃
資本化，包括之前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歸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而短期租
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獲豁免則除外。

為方便過渡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於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當日，將應用權宜之辦法，就少於12個月之租賃不確認使用權資產和租
賃負債。

就本集團確認的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之租賃交易的遞延稅項計算而言，
本集團首先確定稅項扣除應歸因於使用權資產還是租賃負債。

對於扣除稅項歸因於租賃負債之租賃交易，本集團分別對使用權資產和租賃負
債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因採用首次確認豁免，有關使用權資產和
租賃負債的暫時性差異不會在首次及其後整個租賃期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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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已
確認租賃負債之期初結餘之對賬載列如下：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 88

減：豁免資本化的租賃承擔（剩餘租期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屆滿的短期租賃） (88)

加：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確認之融資租賃負債 25,06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之租賃負債（呈列於流動負債） 25,064

就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之前歸類為融資租賃的租賃的影響而言，除
改變結額分類名稱外，本集團無須在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進行
任何調整。因此，這些金額將包括在租賃負債中，而非應付融資租賃款，並且
相應租賃資產的折舊賬面價值被確定為使用權資產。上述變動對權益之期初餘
額沒有影響。

會計政策變更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綜合財務狀況表以下項目之影響（增
加╱（減少））概述如下。

附註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人民幣千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 (36,362)

預付租賃款項 (2) (43,443)

使用權資產 79,805

–

負債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3) (25,064)

租賃負債 (3) 25,0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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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就之前根據融資租賃計入的資產而言，本集團將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
日租賃的相關資產的賬面值重新分類為使用權資產，約人民幣36,362,000元。

(2)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土地租
賃的前期付款被分類為預付租賃款項。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
預付租賃款項的流動及非流動部分分別約為人民幣1,079,000元及人民幣
42,364,000元，被分類為使用權資產。

(3)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將應付融資租賃約人民幣25,064,000元重新
分類為流動負債項下之租賃負債。

(iii) 對本集團財務業績及現金流量的影響

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下，本集團作為承租人須確認租賃負債未償還餘
額產生的利息開支及使用權資產的折舊，而非按過往政策於租賃期內以直線法
確認經營租賃產生的租賃費用。

在綜合現金流量表內，本集團作為承租人須將資本化租賃所支付的租金分為資
本部分及利息部分。該等部分分別分類為融資現金流出和經營現金流出。現金
流量總額不受影響。

下表顯示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財務業績及現金流量的估計影響，方法為調整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呈報的金額，以計算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
本應確認的估計假設金額（猶如該被取代準則繼續於二零一九年適用，而非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以及將該等二零一九年的假設金額與根據國際會計
準則第17號編製的二零一八年實際相應金額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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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根據國際
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申報的金額

加回：國際
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的折舊及
利息開支

減：與經營
租賃相關的
估計金額

（猶如根據
國際會計
準則第17號

計算）
（附註1）

2019年
的假設金額
（猶如根據
國際會計
準則第17號

計算）

與根據國際
會計準則
第17號

所申報的
2018年

金額比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受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影響的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止年度財務業績：

經營溢利 16,480 460 (509) 16,431 145,016

財務成本 (32,690) 79 – (32,611) (35,665)

除稅前（虧損）╱溢利 (16,210) 539 (509) (16,180) 109,351

年度（虧損）╱溢利 (20,310) 539 (509) (20,280) 80,032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根據
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
第16號申報

的金額

與經營租賃
相關的估計
金額（猶如

根據國際會計
準則第17號

計算）
（附註1及2）

2019年的假設
金額（猶如

根據國際會計
準則第17號

計算）

與根據國際
會計準則

第17號所申報
的2018年
金額比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受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影響的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止年度綜合現金流量表項目：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 121,147 (509) 120,638 323,585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969) 79 (890) (463)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79,261 (430) 78,831 278,870

已付租金之本金部分 (7,645) 430 (7,215) (3,028)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2,617) 430 (2,187) (21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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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 「與經營租賃相關的估計金額」指2019年與租賃相關的現金流量估計金
額，該估計仍根據相關租賃本應分類為經營租賃，猶如國際會計準則
第17號於2019年仍適用。該估計假設租金與現金流量之間並無差額，
且所有於2019年新訂的租賃本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
租賃，猶如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於2019年仍適用。任何潛在稅務影響
淨額不予理會。

附註2： 在該影響表內，該等現金流出重新由融資分類至經營，以計算經營活
動產生的現金淨額及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的假設金額，猶如國際
會計準則第17號仍適用。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已頒佈但尚未於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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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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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本集團正在評估首次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預期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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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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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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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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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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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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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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50,196 (71,920) (2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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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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1,726,879 109,282 1,836,161

分部之間收入 – 68,494 68,494

利息收入 941 12 953

利息支出 (32,874) (2,328) (35,202)

折舊和攤銷 (57,105) (4,798) (61,903)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101,332 (814) 1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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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總額 1,833,885 1,904,655

分部之間收入沖銷 (37,495) (68,494)

本集團收入 1,796,390 1,836,161

溢利或虧損
可報告分部（虧損）╱溢利總額 (21,724) 100,518

分部之間虧損沖銷 120 50

有關政府補助的收入調整 8,507 10,860

未分配支出淨值：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820) (165)

行政及其他開支 (2,293) (1,912)

所得稅開支 (4,100) (29,319)

本集團年內（虧損）╱溢利 (20,310) 8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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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鑒於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的99%以上（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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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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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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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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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7,244 1,726,879

－銷售滌綸短纖 109,146 109,282

1,796,390 1,836,161

5. 其他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1,433 959

政府補助 8,507 10,860

廢料銷售收入 17,658 18,578

租金收入 854 798

其他 189 36

28,641 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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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借款利息 27,389 35,077

委託貸款利息 4,332 125

租賃負債利息 969 –

融資租賃費用 – 463

32,690 35,665

7.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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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2 9,59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661) (318)

8,281 9,276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及撥回 5,080 20,043

稅率變動影響 (9,261) –

(4,181) 20,043

合計 4,100 29,319

由於本集團並無香港利得稅之應評稅利潤，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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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15%。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華春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於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華春被認定為國家鼓勵的高新技術企業。因
此華春於二零一九年、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可享有優惠稅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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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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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溢利

本集團年內（虧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得出：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核數師酬金
－核數費用 933 887

－其他費用 265 257

1,198 1,144

短期租賃之租金費用 88 –

之前按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經營租賃費用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 1,077

－土地及建築物 – 507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行政開支） – 17

已銷售存貨成本 1,680,266 1,640,190

存貨減值撥備（計入已銷售存貨成本） 3,202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3,498 60,879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5,069 –

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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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38,000元（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169,016,000元）及人民幣58,046,000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52,120,000元）並包含於上
述分別披露的金額中。

9. 股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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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無） 16,823 –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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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1,252,350,000股（二零一八年：1,252,350,000股）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虧損）╱盈利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1,405) 80,309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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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每股攤薄（虧損）╱盈利呈列，
原因是期內並無潛在攤薄股份。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26,234 21,061

預付供應商款項 9,254 7,318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742 1,021

其他可收回稅項 10,622 2,324

47,852 3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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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30日 21,389 18,838

31-90日 2,650 2,130

91-180日 1,272 85

181-365日 919 8

365日以上 4 –

26,234 21,061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04,605 66,776

其他應付款項 22,202 6,965

其他應付稅項 13,081 12,825

薪金及工資應計項目 18,893 19,532

其他應計費用 119,208 93,87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6,802 14,266

應付股息 278 243

285,069 214,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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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30日 36,356 51,308

31-90日 55,883 13,837

91-180日 11,324 546

181-365日 1,042 1,085

104,605 6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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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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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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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指出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貴集團的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399,45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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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美利堅合眾國（「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約為2.5%。然而，歐洲聯
盟（「歐盟」）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僅為約1.4%。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
二零一八年的6.6%降至二零一九年的6.0%，乃近三十年以來最低。中美貿易戰、
歐洲經濟疲弱、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對全球經濟構成挑戰。

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石油價格大幅下跌之後，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國際原油平均
價格開始回升，四月份達到每桶65美元以上。然而，在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的剩
餘時間裡，原油價格一直在下降，並在二零一九年後期的大部分時間徘徊在每桶
55美元左右。與二零一八年比較，二零一九年國際原油價格相對較低，推低了石
油相關下游產品的價格，包括以此為原材料的滌綸紗線產品的價格。原材料價格
下跌，滌綸相關紗線產品的銷售價格因而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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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大部分時間裡，國際棉花交易價格介於每磅70美分至75美分，
但第二季度價格突然下跌至每磅65美分左右，第三季度更進一步下跌至每磅60美
分以下，二零一九年底緩慢回升至每磅70美分左右。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中國國
內棉花價格於大部分交易時間在每噸約人民幣15,500元左右，其後跟隨國際棉花
價格下跌趨勢走低，二零一九年底最後價格約每噸人民幣13,500元左右。二零
一九年底，中國政府重啟棉花儲備政策。根據過往經驗教訓，中國政府設定棉花
儲備價格時已考慮到國際棉花價格與國內棉花價格之間的價格差異，預期對市場
不會造成重大干擾。同時，中國政府繼續實施直接補貼新疆棉農政策，並有序拍
賣國家儲備棉。儘管監管環境政策更為穩定，但是貿易戰和其他宏觀經濟環境不
確定性引發全球經濟放緩，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以來，國際棉花和中國國內棉花
價格均呈走低跡象。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中美兩國暫停貿易談判，同時美國在五月份宣佈對價值2,000億
美元的中國出口產品關稅從10%加至25%，極大地削弱了市場信心，對宏觀經濟
環境造成巨大不確定性。滌綸紗線相關產品的基本原材料是石油相關下游產品，
其價格趨勢隨著石油價格往下，與此同時，中國國內棉花和國際棉花價格走弱，
對紡織行業整體而言，市場環境更為不利。在歐洲，英國脫歐和某些主要歐洲國
家的政治動蕩繼續阻礙經濟復甦。中美貿易戰及歐洲經濟疲弱，對中國出口商造
成不利因素。而在中國，國內經濟放緩，環境保護執法趨嚴，勞工成本上升以及
產能過剩帶來的激烈競爭，使得企業營商更為困難。內憂外患，對整個行業帶來
風險和不確定性。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紗線銷量約128,808噸，較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銷量約119,506噸增加7.8%。本集團紗線產量由截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22,856噸略增0.5%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23,528噸。本集團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約人民幣18.362億元減少2.2%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
幣17.964億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毛利及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虧損分別為約人民幣1.161億元及約人民幣1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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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不利的市場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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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產能經已從生產滌綸棉混紡紗線產品轉變為大眾市
場的純滌綸紗線產品。儘管高端產品（包括滌綸棉混紡紗線產品和高支數的純棉
紗線產品）的邊際利潤率一般較高，這些產品更適合從事出口歐美的下游客戶，
而這些客戶現時正面對極具挑戰的市場環境。本集團亦已採用更靈活的定價策略，
以應對當前市場狀況，維持銷量。儘管上述措施將增加本集團毛利率和盈利能力
的壓力，但本集團可維持適當的庫存，在不利的市場環境中持續發展。

本集團附屬公司，江西鑫源特種纖維有限公司（「鑫源」）於二零一九年持續合理佈
局其產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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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量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0,000噸增
加9.0%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1,808噸。PSF產量由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8,000噸增加63.1%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9,358噸。

鑫源一直將再生塑料碎片用作其原料之一，相關產成品被認定是環保產品。然而，
自二零一七年底中國政府限制進口海外廢料以來，再生塑料碎片供應變得緊拙，
價格亦隨之上漲。導致由再生原料生產的PSF與直接由石油副產品（如精對苯二甲酸）
生產的PSF之間的價格差縮窄。以再生原料生產PSF競爭壓力陡然增加，PSF生產
行業自此不斷整合。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油價持續下跌趨勢致使利用再生原料生產PSF的製造商的經營
環境愈趨艱難，導致鑫源二零一九年經營虧損嚴重。有見於此，為審慎起見，本
集團就鑫源的物業，廠房及設備（「PPE」）進行估值，賬面減值人民幣約4,410萬元。
然而，隨著行業的進一步整合，以及一些國際服裝品牌已開始要求在產品中使用
環保原材料，本集團認為PSF行業應很快達到平衡點。由於鑫源的少數股東之一
無意繼續投資，因此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以人民幣1,820萬元代價收購少數
股東額外26%權益。本集團對鑫源長遠未來充滿信心，相信是次收購可以簡化股
權結構並提升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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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17.964億元，較上
一年度減少2.2%或約人民幣3,980萬元。本集團產品銷售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滌綸紗 618,745 34.4% 599,412 32.6%

滌棉混紡紗及黏膠棉混紡紗 718,561 40.0% 745,522 40.6%

麻灰滌綸色紗 165,754 9.2% 215,486 11.7%

黏膠紗及彈力包芯黏膠紗 141,241 7.9% 126,704 6.9%

棉紗 42,329 2.4% 37,251 2.1%

原材料 109,760 6.1% 111,786 6.1%

1,796,390 100.0% 1,836,161 100.0%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入略降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紗線產
品的整體平均售價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噸約人民幣14,429 

元降低9.3%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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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
管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銷量與二零一八年同期比較增加約7.8%。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毛利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960億元，減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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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毛利率由截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0.7%，降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約6.5%。毛利減少主要是由於毛利率降低，儘管銷售收入只是略減2.2%。
因應二零一九年下半年的不利市場環境，本集團調整產品組合和定價策略，以維
持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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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本集團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3,120萬元，減
少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860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260萬元或8.3%。其他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政府補助及廢料銷售收入減少。

分銷及銷售開支

本集團分銷及銷售開支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人民幣2,840萬
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580萬元上升約人民幣
260萬元或10.1%。分銷及銷售開支上升主要是由於銷量上升約7.8%，以及客戶和
送貨地區變化所致。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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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4%）。

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行政開支約人民幣5,560萬元，與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5,370萬元增加3.5%或約人民幣190

萬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僱員成本增加。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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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9%）。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3,270萬元，較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3,570萬元減少8.4%或約人民幣
300萬元。本集團財務成本減少主要原因是年內票據貼現交易的財務費用減少。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410萬元，較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2,930萬元減少86.0%

或約人民幣2,520萬元。所得稅開支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其中一間附屬公司符合資格
獲得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而產生遞延稅項調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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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及（淨虧損）╱純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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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人民幣140萬元（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8,030萬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淨虧損率約0.1%（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純利率約4.4%)。本集團淨虧損主要是由於毛利減少和部
分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所致。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每股基本虧損約人民幣0.11分，較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約人民幣6.41分。本公司每
股虧損是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現淨虧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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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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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人民幣1.356億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750萬元）、已質押銀行
存款約人民幣3,380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980萬元）及受限
制銀行存款約人民幣50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0萬元）。本集
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港元、美元和人民幣持有。

資本架構及資產質押

本集團的附息借款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和港元列值。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的附息借款約為人民幣4.894億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4.652億元），其中90.4%即約人民幣4.422億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4.0%即人民幣3.910億元）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的銀行授信額度乃以本集團賬
面值合共約人民幣6.991億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723億元）的
使用權資產、物業、廠房和設備及已質押銀行存款作為抵押。本集團一家附屬公
司股本也被質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銀行授信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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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即銀行及其他借款、應
付委託貸款、租賃負債及應付票據的總和除以總資產，約為38.4%（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1.0%）。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淨流動負債及淨資產
分別為約人民幣3.995億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076億元）及約
人民幣5.662億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215億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有外幣現金及銀行結餘、已質押銀行存款、其他應收款項、應付票據、銀
行及其他借款、租賃負債及貿易和其他應付款項，使本集團主要面對港元和美元
風險。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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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70萬元）及約
人民幣4,800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280萬元）。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並無用於對沖的金融工具。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的或有負債。

僱員、薪酬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3,182名僱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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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以人民幣1,820萬元代價收購鑫源少數股東額外26%權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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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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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二零一九年，中國受到中美貿易戰、歐洲經濟疲弱和國內經濟放緩帶來的影響。
二零二零年一月，中美兩國政府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標誌兩國（至少是暫時）
停止貿易戰，緩解了全球經濟一大主要不確定因素。然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2019-nCoV）疫情（「疫情」）在中國爆發，隨後在二月份蔓延到其他國家，給脆弱
的全球經濟帶來沉重打擊。三月，沙特阿拉伯與俄羅斯之間的價格戰引發原油價
格崩盤。疫情和原油價格暴跌使全球金融市場陷入恐慌。上述因素，對全球經濟
和整個紡織行業帶來風險和困難。

為應對不利的市場環境，本集團已調整部分產能，改善產品組合。本集團亦已採
用更靈活的定價策略，以應對當前市場狀況，維持銷量。

展望未來，中美兩國政府尚未就第二階段貿易談判達成協議。疫情需時才能得以
受控，原油價格下跌引發石油相關產品價格下行的威脅亦在。上述所有因素將持
續對原本疲弱的全球經濟和中國紡織行業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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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緊
紡織行業明朗前景帶來的優勢，繼續鞏固其優越地位。

股息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董事會批准並宣告了2019年現金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股東週年大會
建議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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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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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保股東有資格出席並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本公司將由二零二零年七月
十四日（星期二）起至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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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七月
十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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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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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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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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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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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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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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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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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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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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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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江西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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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