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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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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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
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767,907 556,566
銷售成本 (614,201) (530,763)

毛利 153,706 25,803
其他收入 5 20,976 10,477
其他收益及虧損 (384) (52)
分銷及銷售開支 (12,170) (11,012)
行政開支 (29,050) (23,667)
財務成本 (12,057) (15,508)

除稅前溢利╱（虧損） 121,021 (13,959)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17,085) 856

期內溢利╱（虧損） 103,936 (13,103)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7 103,936 (13,103)

期內溢利╱（虧損）及全面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02,081 (10,794)
非控制權益 1,855 (2,309)

103,936 (13,103)

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 人民幣8.15分 (人民幣0.86分)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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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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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523 911,698

使用權資產 72,450 74,90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103 11

商譽 20,617 20,617

977,693 1,007,232

流動資產
存貨 298,220 182,66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36,242 37,505

應收票據 1,837 5,570

已質押銀行存款 76,799 90,976

現金及銀行結餘 256,593 184,606

669,691 501,32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215,430 213,820

合約負債 53,578 16,821

應付票據 59,706 83,000

遞延收入 264 264

租賃負債 3,909 16,512

銀行及其他借款 507,782 455,899

即期稅項負債 13,790 13,783

854,459 800,099

淨流動負債 (184,768) (298,77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92,925 70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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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6,698 6,830

租賃負債 344 1,046

銀行及其他借款 49,413 35,476

遞延稅項負債 40,228 35,868

96,683 79,220

淨資產 696,242 629,235

資本及儲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1,989 101,989

儲備 594,253 529,913

696,242 631,902

非控制權益 – (2,667)

權益總額 696,242 62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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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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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適用披
露規定編製。

該等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
核之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制該等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之綜合財務報表使用之會計政策和計算方法一致，且截
止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上的重大轉變。

本集團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該等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出流動資產約人民幣184,768,000元。該狀況反映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
可能對本集團能否持續經營構成重大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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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仍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原因是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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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成功獲取往來銀行確認重續短期貸款。截至該等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
務資料獲授權刊發日期，本集團往來銀行同意重續現時計入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流動負債的銀行借款約人民幣20,000,000元。

(ii) 於報告日期後，本集團成功獲得新的銀行融通約人民幣10,000,000元。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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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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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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慮上述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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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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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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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已採納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並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本
集團會計年度期間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採
納此等準則上的新發展並未對集團之未經審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尚
未提前採納任何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準則、詮釋或修訂。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除了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强
制生效的首次應用新訂和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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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4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不會對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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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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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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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並無營運分部列為以下可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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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之營運列為可報告分部－紗線銷售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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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鑫源特種纖維有限公司（「鑫源」）之營運列為可報告分部－滌綸短纖銷售分部。

本集團將分部間銷售及轉讓猶如向第三方銷售或轉讓（即按現行市價）入賬。

主要營運決策者沒有編製或使用分部資產和負債。

可報告分部損益資料如下：

紗線 短纖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733,429 34,478 767,907

分部之間收入 – 49,423 49,423

利息收入 1,858 7 1,865

利息支出 (10,045) (2,000) (12,045)

折舊 (33,539) (1,626) (35,165)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存貨減值撥備轉回 – 152 152

可報告分部溢利 107,144 7,402 114,546

紗線 短纖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499,373 57,193 556,566

分部之間收入 – 21,147 21,147

利息收入 528 5 533

利息支出 (13,401) (2,080) (15,481)

折舊 (31,450) (1,376) (32,826)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存貨減值撥備 – (3,857) (3,857)

可報告分部虧損 (3,920) (10,015) (1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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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之分部收入和溢利或虧損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總額 817,330 577,713

分部之間收入沖銷 (49,423) (21,147)

本集團收入 767,907 556,566

溢利或虧損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總額 114,546 (13,935)

分部之間虧損╱（收益）沖銷 8 (1,180)

有關政府補助收入調整 7,807 3,361

未分配金額：
其他收入、收益和虧損 (150) (725)

行政及其他開支 (1,190) (1,480)

所得稅（開支）╱抵免 (17,085) 856

本集團期內溢利╱（虧損） 103,936 (1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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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客戶合約收益的主要產品銷售收入劃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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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429 499,373

－銷售短纖 34,478 57,193

767,907 55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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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1,866 557
政府補助 7,807 3,361
廢料銷售收入 10,765 6,045
租金收入 501 486
其他 37 28

20,976 10,477

6.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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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撥備 14,275 386
上年度超額撥備 (1,550) –

遞延稅項 4,360 (1,242)

17,085 (856)

由於本集團並無香港利得稅之應評稅利潤，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和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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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一四年以來已被認定為國家鼓勵的高新技術企業。因此
江西金源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和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可享有企業所得稅優惠
稅率15%。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華春自二零一九年以來已被認定為國家鼓勵的高新技術企業。因此華春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和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可享有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15%。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鑫源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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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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期內溢利╱（虧損）

本集團期內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32,527 30,190

－ 使用權資產 2,919 2,947

已銷售存貨成本，包括 614,201 530,763

－ 存貨減值（撥備轉回）╱撥備 (152) 3,857

8. 股息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舉行之會議上，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從股份溢價賬中派發截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港仙。已獲得股東批准末期股息約為
人民幣20,829,000元於本期已確認為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該
中期股息並未在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內確認為
應付股息，但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累計溢利中予以確認

9.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計算依據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的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102,081 (1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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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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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和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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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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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8 10,003

預付供應商款項 13,384 21,88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753 1,380

其他可收回稅項 4,077 4,236

36,242 3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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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
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9,204 8,538
31至90日 3,560 630
91日至180日 476 4
365日以上 788 831

14,028 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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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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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4 41,904
其他應付款項 7,546 7,387
其他應付稅項 15,002 20,252
薪金及工資應計項目 15,095 18,530
其他應計費用 120,316 124,928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5,408 819
應付股息 20,829 –

215,430 21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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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26,761 27,356
31至90日 2,987 10,256
91至180日 625 3,432
181至365日 1 –
365日以上 860 860

31,234 4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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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概覽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發達國家擺脫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疫情」）影響，
全球經濟出現改善跡象。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分別錄得增長約6.3%和6.5%。歐洲聯盟（「歐盟」）
國內生產總值第一季度錄得收縮約1.3%，第二季度錄得增長約13.2%。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別錄得增長約18.3%和7.9%。

全球經濟逐步復甦帶動原油需求。國際原油價格從二零二零年底每桶50美元左右
穩步上漲至二零二一年六月底每桶75美元左右。原油價格上漲推高了石油相關產
品的價格，包括滌綸紗線產品的原材料。因此，原材料價格上漲趨勢導致二零
二一年上半年滌綸紗線產品銷售價格相應上漲。

國際棉花價格也受惠於全球經濟復甦。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國際棉花價格呈上升
趨勢，在每磅80美分左右至每磅90美分左右之間徘徊。中國國內棉花價格與國際
棉花價格走勢相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一直在每噸人民幣15,000元至每噸人民幣 

16,000元之間波動。中國政府沒有改變對棉花儲備、棉農直接補貼和拍賣棉花儲
備等方面的政策。因此，中國國內棉花價格並未受到政策持續性的影響。

儘管全球經濟出現復甦跡象，但各國復甦步伐存在差異。美國和歐盟等發達經濟
體由於疫苗接種率提高、對疫情控制得更好以及政府的扶持政策，其復甦速度更
快。然而，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疫苗儲存和疫苗接種進度滯後已對其經濟
復甦構成障礙。二零二零年下半年，中國疫情防控成效顯著，經濟恢復得較快，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依然保持良好勢頭。但隨著Delta 病毒和其他新型病毒變異毒株
的出現，以及政府開始取消扶持政策，風險和不確定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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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紗線產品銷量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4,355噸，增加
23.8%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4,897噸。銷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經濟復甦帶動市場環境改善。本集團紗線產品產量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49,041噸，增加24.2%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0,888

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產量較低，原因是疫情導致農曆新年
假期後生產復工日期延遲。然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類似
延遲。本集團紗線產品銷售收入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4.994億元增加46.9%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7.334億元。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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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約人
民幣1.537億元及約人民幣1.02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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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量由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4,816 噸，減少5.9%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13,948噸。PSF產量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1,040噸增
加 54.3%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7,036噸。

隨著疫苗接種計劃的展開，不同經濟體在二零二一年以不同速度開始重啟經濟。
中國政府在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成功遏制疫情，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經濟開始反彈。
經濟增長勢頭持續到二零二一年，消費者信心和零售總額均有所增加。相反，南
亞和東南亞國家因未能成功遏制疫情，使其製造業深受影響，導致部分訂單回流
中國。上述因素促成中國紡織市場蓬勃發展。

本集團對未來充滿信心，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公告興建一個產能為50,000錠
的高度自動化新車間計劃（「新車間」）。新車間預計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開始興建，
預計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完工。新車間可節省成本和提高生產效率。鑒於鑫源少
數股東無意繼續投資，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第二季度以代價人民幣1,610萬元從少
數股東手上收購鑫源剩餘的23%權益。本集團認為投資從事本集團上游業務的鑫
源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本集團亦相信此次收購可精簡股權架構及提升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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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約人民幣7.679億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38.0%或約人民幣2.113億元。本集團產品銷售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滌綸紗 238,864 31.1% 206,840 37.2%

滌棉混紡紗及黏膠棉混紡紗 356,278 46.3% 206,829 37.2%

棉紗 496 0.1% 11,632 2.0%

黏膠紗及彈力包芯黏膠紗 2,363 0.3% 26,026 4.7%

麻灰滌綸色紗 135,111 17.6% 48,046 8.6%

滌綸短纖 34,478 4.5% 57,193 10.3%

其他 317 0.1% – –

767,907 100.0% 556,566 100.0%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產品
銷量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4,355噸增加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4,897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紗線
產品的平均售價約每噸人民幣13,360元，相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每噸人民幣11,259元增加18.7%。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毛利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580萬元，增加至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537億元。本集團毛利率由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6%，增加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20.0%。毛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紗線產品的銷量和平均銷售價格增加。經濟復
甦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動市場環境轉好，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紡織市場蓬勃發展。



15

其他收入

本集團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50萬元，增加
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100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050萬
元或100.2%。其他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廢料銷售收入和政府補貼增加。

分銷及銷售開支

本集團分銷及銷售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100萬元
增加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220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120萬元或10.5%。分銷及銷售開支增加主要原因是銷量增加。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及銷售開支佔本集團收入百分比約為 1.6%（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

行政開支

本集團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2,370萬元，增
加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2,910萬元，增加人民幣約
540萬元或22.7%。行政開支增加主要原因是若干政府稅費和徵費增加。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作為疫情扶持措施的一部分，若干政府稅收和徵費
有所豁免。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等扶持措施已取消。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佔本集團收入百分比約為3.8%（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3%）。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1,210萬元，較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550萬元減少22.3%或約人民幣350萬
元。本集團財務成本減少的主要原因是：i)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悉數償還
委託貸款以致利息減少；及ii）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中國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較二零二
零年同期為低導致銀行貸款利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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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1,710萬元，相
較二零二零年同期所得稅抵免額約為人民幣90萬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所得稅率約為14.1%。實際所得稅率增加主要原因是本集
團位於中國之營運附屬公司之利潤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及純利率╱（淨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1.021億元，
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1,080萬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率約為13.3%，
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淨虧損率約為1.9%。
本集團錄得淨利潤主要是由於毛利增加。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8.15分，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每股基本虧損約人民幣0.86分。本公司每
股盈利的原因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淨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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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有由經營活動產
生之淨現金流入。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 

2.566億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46億元）及已質押銀行存款約
人民幣7,680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10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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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值。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附息
借款約為人民幣5.614億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089億元），其
中91.1%即人民幣5.117億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2.8%即人民幣4.724億元）
須於一年內或應要求償還。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授信額度乃
以本集團賬面值合共約人民幣6.741億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316

億元）的使用權資產、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質押銀行存款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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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即銀行和其他借款、租賃負
債及應付票據的總和除以總資產）約為37.7%（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9.2%）。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淨流動負債及淨資產分別為約人民幣1.848億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988億元）及約人民幣6.962億元（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29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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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及其他借
款、租賃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使本集團主要面對港元和美元風險。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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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

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80萬元）及約人民幣4,560萬元（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280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對沖外匯風險。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有負債。

僱員、薪酬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962名僱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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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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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以代價人民幣1,610萬元收購鑫源少數股東剩餘23%權益。

如本公司在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公告所披露，作為興建新車間計劃的一部分，本
集團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簽訂三份合同以總代價約人民幣6,110萬元採購若干生產
設備。

除上述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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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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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隨著疫苗接種計劃的展開，不同經濟體在二零二一年以不同
速度開始重啟經濟。中國政府在二零二零年下半年成功遏制疫情，經濟迅速復甦，
增長勢頭持續到二零二一年。因此，中國國內消費者信心和零售總額均有所增加。
相反，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因未能成功遏制疫情，使其製造業深受影響，導致部分
訂單回流中國。

全球經濟逐步復甦帶動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需求。原油價格上漲推高了石油相關
產品的價格，包括滌綸紗線產品的原材料。因此，原材料價格上漲趨勢導致二零
二一年上半年滌綸紗線產品銷售價格相應上漲。上述因素促成中國紡織市場蓬勃
發展。

隨著Delta病毒和其他新型病毒變異毒株的出現，以及政府開始取消扶持政策，均
對經濟復甦帶來風險和不確定性。然而，中國成功遏制疫情，展現其應對風險和
不確定性更具優勢。

本集團看好紡織市場，並已公告興建新車間計劃。本集團亦已收購鑫源剩餘的少
數股東權益，增加本集團於上游業務的權益。本集團將持續密切關注市場變化，
採取必要措施，調整庫存水平和產能，改善產品組合及定價策略。本集團將繼續
重視工業生產安全，及透過提升自動化程度，以達致提高生產效率目標。本集團
業務因產品組合擴闊及規模經濟效益提高而受惠，本集團相信可利用紡織行業明
朗前景帶來的優勢，鞏固其優越地位。

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 1.5 港仙予本
公司股東（「2021中期股息」）。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星期四）起至二
零二一年九月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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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資格獲派2021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
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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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期股息將或約於二零二一年十
月十五日（星期五）派付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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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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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述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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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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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會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政策，及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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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chinaweavingmaterials.com刊載。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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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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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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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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