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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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78）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中國織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386,263 442,307
銷售成本 (366,227) (419,216)  

毛利 20,036 23,091
其他收入 5 9,071 12,911
分銷及銷售開支 (5,603) (6,726)
行政開支 (13,547) (10,928)
其他收益 – 98
財務成本 (7,830) (5,317)  

除稅前溢利 2,127 13,129
所得稅開支 6 (1,534) (6,2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 
全面收入總額 7 593 6,876  

每股盈利 9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0.06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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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85,953 575,208
預付租賃款項 34,510 34,909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862 3,262  

621,325 613,379  

流動資產
存貨 101,818 102,07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6,180 16,631
應收票據 15,009 6,599
預付租賃款項 776 776
已質押銀行存款 19,268 19,167
現金及銀行結餘 61,678 58,203  

214,729 203,45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09,188 125,183
應付票據 26,282 51,420
應付稅項 5,407 8,380
銀行借款 263,573 207,986  

404,450 392,969  

淨流動負債 (189,721) (189,51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31,604 423,861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6,190 6,265
銀行借款 15,000 –
遞延稅項負債 5,081 4,835  

26,271 11,100  

淨資產 405,333 412,76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2,899 82,899
儲備 322,434 329,86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 405,333 41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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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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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的國際會計
準則第34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淨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189,721,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9,518,000元）。截至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發出日期，有關銀
行同意重續現時計入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負債的銀行借款人民幣125,700,000

元。計及該等可供動用的銀行融通以及本集團預期經營業務所產生的現金流量，本集團
管理層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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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財務承擔。因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外，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
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依
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的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發出的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一個新的詮釋及若干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新的詮釋及若干修訂對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所呈報金額及╱或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事項並無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以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為分配資源予分部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定
期審閱的內部報告（按照符合中國公認會計原則（「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的會計政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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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於附註 4所披露之主要產品之收入分析外，本公司概無定期編製有關產品之經營業績
或其他獨立財務資料以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內部報告。執行董
事審閱全資子公司江西金源紡織有限公司（「江西金源」）和珍源有限公司根據管理賬目編
製之除稅後溢利，以分別供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作資源分
配及表現評估之用。江西金源和珍源有限公司之經營（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江西金源）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本公司之單一經營及可報告
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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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以下為期內本集團主要產品的收入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滌綸紗銷售額 178,402 216,714
滌棉混紡紗銷售額 177,887 201,130
棉紗銷售額 29,974 24,463  

386,263 442,307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定期存款、已質押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的利息收入 356 413
政府補助 6,407 9,075
廢料銷售收入 1,971 3,107
其他 337 316  

9,071 12,911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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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 5,731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32 –

遞延稅項 246 522  

1,534 6,253  

本期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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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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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一四年開始，
為期三年。江西金源於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可享有優惠稅率 15%，但
每年須由相關稅務機關審查。因此江西金源企業所得稅稅率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全年的25%降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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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的收入，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除此之外，根據新企業所得稅稅法及實施細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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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歸
屬於中國附屬公司未分派盈利之短暫性差異而產生之遞延稅項已按稅率 5%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和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予以撥備。

除上述者外，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

7.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得出：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66,227 419,216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13,381 10,167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399 399  

折舊及攤銷總額 13,780 10,566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三已宣派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 

（二零一二年：每股1港仙） 8,021 8,154  

報告期內並無建議派發任何股息。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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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593 6,876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12,500 1,012,500  

截至二零一四年和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均沒有潛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
因此沒有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一般而言，本集團會於交付產品前向客戶收取預付款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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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貿易應收款項於各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至30日 3,090 3,493

31至90日 5 337

90日以上 10 10  

3,105 3,840  

預付供應商款項 3,074 9,687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0,001 3,104  

13,075 12,791  

16,180 1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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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貿易應付款項於各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至30日 20,191 32,910

31至90日 12,269 13,485

90日以上 6,687 13  

39,147 46,408  

薪金及工資應計項目 5,400 5,400

收到客戶按金 15,687 6,71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18,876 38,086

應付增值稅及其他稅項 3,408 2,46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6,670 26,111  

70,041 78,775  

109,188 12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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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概覽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國際經濟環境依然充滿挑戰，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
總值」）錄得輕微增長，歐盟國內生產總值接近零增長。東歐國家烏克蘭的政治
危機對歐元區經濟復甦的負面影響逐步漫延。中東地區的衝突和動亂導致油
價反覆上升，不利全球經濟發展。充滿挑戰的國際經濟環境對中國內需及出口
均構成影響。

就國內情況而言，中國經濟增長依然呈現放緩跡象。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由二零一三年的7.7%減至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7.4%。與此同時，消費物價指數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增加僅約 2.3%。

中國政府一直試圖消除產能過剩和使經濟平穩過渡。自二零一零年中以來，
它採用了穩健的貨幣政策，以避免銀行過度放貸。中國人民銀行在公開市場操
作審慎，並自二零一二年中以來一直沒有放鬆銀行基準貸款利率和法定存款
準備金率。自二零一二年七月以來，六個月至一年期的基準貸款利率保持在每
年6.00厘，而較大財務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自二零一二年五月以來維持在
20.0%。上述政策收緊了資本市場的流動性並使得商業貸款更為困難。

複雜的國際環境及中國緊絀的流動資金影響紡織等各行各業。中國國內生產
成本持續上升，已對行業造成挑戰且已成為常態。中國政府取消國家棉花臨時
收儲政策，結果導致中國國內棉花價格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以來顯著下降。中國
政府尚未全面落實直接補貼政策的相關實施細節。政府政策的轉變導致中國
國內棉花價格與國際棉花價格的價差收窄。儘管國內外棉花價差收窄降低了
進口棉紗的競爭優勢，紓緩了國內棉紗面對的價格競爭壓力，但是棉花價格走
低拖累有關紗線產品的價格，而政策的轉變亦對中國國內棉花價格帶來不確
定性及增加了價格的波動性。紡織市場參與者對採購普遍採取審慎態度，從而
對市場需求，本集團銷量和紗線產品的銷售價格帶來負面影響。

業務回顧

由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市場環境充滿挑戰，本集團銷量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29,573噸，減少到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27,140噸。本集團產量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9,786噸減
少到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8,191噸。本集團收入從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423億元減少12.7%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863億元，原因是銷量和銷售價格下降。本集團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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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減少主因是國內棉花價格和紗線產品持續疲軟導致市場普遍疲弱。本集團
產量減少主要原因是二零一四年農曆新年假期較二零一三年更長以及四月份
奉新縣馮田開發區高壓輸電系統維修工程導致生產中斷。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分別約人民幣2,000萬元及
約人民幣60萬元。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約人民幣3.863億元，較
去年同期減少12.7%或約人民幣 5,600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滌綸紗、滌棉混紡紗及棉紗的銷售額分別佔本集團總銷售額約46.2%（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9.0%）、46.1%（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45.5%）及7.7%（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5%）。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銷量由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29,573噸減少到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 27,140噸，以及本集團紗線產品的平均單位售價減少。本集團紗線產
品的整體平均售價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噸約人民幣14,956
元減少5.1%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噸約人民幣14,188元。

紗線產品的售價與原材料（即滌綸短纖維及原棉）的售價一般乃正面掛鈎。本集
團依據多項因素設定紗線產品的售價，包括原材料價格、生產成本及市況、本
集團的存貨水平以及客戶所需紗線產品的質量。由於滌綸短纖維是用原油製
成的商品，而滌綸紗及滌棉混紡紗的價格間接受原油價格波動所影響，故本集
團不時根據其原材料成本的波動調整紗線產品的售價。此外，本集團亦監察國
際及國內棉花價格的變動，而管理層、銷售部及採購部成員經常會面，檢討紗
線產品的售價，以應對影響其售價的各種因素的變化。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滌綸
短纖維及原棉的平均單位採購價較二零一三年為低，本集團在此期間相應地
降低了各種紗線產品的價格。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310萬元，減少
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000萬元。本集團毛利率保
持穩定，約為5.2%。毛利下降主要是由於銷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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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本集團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290萬元，
減少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910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380萬元或29.5%。其他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政府補助和廢料銷售收入減少。

分銷及銷售開支

本集團分銷及銷售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670萬
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60萬元，減少16.4%或
約人民幣110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及銷售開支佔
本集團營業額百分比約為1.5%（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
本集團分銷及銷售開支減少，主要原因是銷量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為29,573噸減少到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7,140噸。

行政開支

本集團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090萬元增
加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350萬元，增加 23.9%或約
人民幣260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佔本集團營
業額百分比約為3.5%（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行政開支
增加主要是由於 (1)二零一三年底完工的新生產基地內的其他輔助建築及員工
宿舍產生的折舊及相關土地和房產稅增加；(2)有關新的生產基地管理人員成
本增加；以及 (3)申請高新企業過程中產生的相關專業服務費用。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780萬元，
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 530萬元增加 47.2%或約人
民幣 250萬元。本集團財務成本增加，主要原因是在建工程利息費用資本化金
額為零（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利息資本化金額為人民幣200萬
元）和銀行借款增加。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所得稅率約為 72.1%，而二
零一三年同期為47.6%。本集團實際所得稅率上升主要是由於計提中國企業所
得稅時不可扣減以下費用，(1)本集團位於香港的附屬公司產生的費用，及 (2)
本集團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的某些審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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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純利率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60萬
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約91.3%或約人民幣630萬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率約為 0.2%，較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6%減少1.4個百分點。本集團純利及純利率減
少主要是由於毛利和其他收入減少，同時行政開支與財務成本增加，部分被減
少的分銷及銷售開支和所得稅開支所抵消。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06分，
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0.68分減少約91.2%。本公司
每股基本盈利減少乃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減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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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經營活動
的淨現金流出約為人民幣 1,860萬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淨
現金流入約為人民幣 1,930萬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
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6,170萬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820萬元）
及已質押銀行存款約為人民幣 1,930萬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920萬元）。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以港元及人民幣持有。

資本架構及資產質押

本集團的附息借款以人民幣和港幣列值。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的附息借款約為人民幣 2.786億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080億
元），其中 94.6%即人民幣2.636億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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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3億元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568億元）的土地使用權、樓宇、廠房和
機器及存款作為抵押。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即銀行借款及應付票據的
總和除以總資產）約為36.5%（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8%）。於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淨流動負債及淨資產分別為約人民幣1.897億元（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95億元）及約人民幣4.053億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4.12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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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進行業務交易，故管理層認為本集團營運的匯率風
險並不重大。因此，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使
用任何財務工具作對沖用途。本集團有外幣現金及銀行結餘、其他應收款項、
銀行借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使本集團主要面對港元和美元風險。本集團於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以外幣計值的貨幣資產及負債賬面值分別約為人民幣950萬
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10萬元）及人民幣1,150萬元（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580萬元）。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有負債。

僱員、薪酬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761名（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769名）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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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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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收購
或出售之附屬公司。

前景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中國紡織行業依然面臨來自需求普遍疲弱所帶來的逆境。
除了低迷的海外需求和國內經濟疲軟之外，中國政府取消國家棉花臨時收儲
政策，短期使問題更加嚴重，導致中國國內棉花價格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以來顯
著下降。且中國政府尚未全面落實直接補貼政策的相關實施細節。棉花價差收
窄降低了進口棉紗的價格優勢，棉花價格走低拖累有關紗線產品的價格，而政
策的轉變亦對中國國內棉花價格帶來不確定性及在短期內增加了價格的波動
性。紡織市場參與者對採購普遍採取審慎態度，從而對市場需求，本集團銷量
和紗線產品的銷售價格帶來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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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低迷的海外需求和國內經濟疲軟將繼續對中國紡織行業構成挑戰。
政府取消國家棉花臨時收儲政策被普遍認為將有效令國內棉花價格趨向市場
化，收窄與國外棉花價格的差距，可望理順紡織行業上下游價格關係，對中國
紡織行業長遠發展有利。但是，在政府公佈完善補貼方式等相關實施細節前，
有關政策短期內將抑制了市場需求。有鑑於此，本集團將不斷檢討我們的產品
組合及產品價格，以應對市場狀況。我們也將密切監察原材料的採購，以管理
原材料價格波動帶來的風險。過去數年，勞工成本、水電等公用事業費用及政
府徵稅增加促使製造成本不斷上漲，一直為國內製造商所嚴重關注。本集團將
透過改善生產流程、加強自動化、持續培訓工人、引入先進且具能源效益的機
器，不斷改善生產效率，從而應付成本上漲。本集團位於中國的經營實體江西
金源紡織有限公司已被認定為國家鼓勵的高新技術企業，自2014年開始享有為
期三年的優惠稅率15%，見證了本集團致力於提升生產工藝和改善產品質量所
取得的成績。

如其他行業一樣，中國紡織行業也正在經歷一個淘汰整合週期，擁有更好管
理、生產和財務資源的公司將克服目前的困難，繼續經營，並在接下來的復甦
週期蓬勃發展。本集團已完成目前的擴充計劃，一個新車間及其他輔助大樓已
完工，計劃產能約 50,000錠的生產設施安裝也已完成並已投產。本集團產能已
增至約380,000錠。此外，氣流紡紗線生產設施安裝也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基本
完成並即將開始試產。

本集團對其未來充滿信心，並預期隨著本集團產能擴充，令產品組合擴闊及規
模經濟效益提高，其業務發展將因而受惠。本集團亦將繼續有選擇性地尋求潛
在的戰略收購機會，為股東創造更大回報。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定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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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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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現行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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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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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內，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本公司董事會審核委員會會同管理層和外聘核數師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
計原則及政策，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之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亦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
據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將 於 聯 交 所 網 站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chinaweavingmaterials.com刊載。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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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鄭洪先生及鄭永祥先生；非執
行董事施榮懷先生（太平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美寶女士、聶鑒新先生及
吳永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