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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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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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及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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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442,307 418,802
銷售成本 (419,216) (395,715)  

毛利 23,091 23,087
其他收入 5 12,911 9,752
分銷及銷售開支 (6,726) (6,069)
行政開支 (10,928) (11,437)
其他損益 98 (1,102)
財務成本 (5,317) (6,883)  

除稅前溢利 13,129 7,348
所得稅開支 6 (6,253) (2,22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
總額 7 6,876 5,120  

每股盈利 9
－基本（人民幣分） 0.68 0.51  

－攤薄（人民幣分） 不適用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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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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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937 492,786
預付租賃款項 35,308 35,70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3,433 5,718  

568,678 534,211  

流動資產
存貨 73,875 60,27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6,779 17,722
應收票據 6,552 4,118
預付租賃款項 776 776
已質押銀行存款 13,528 16,250
定期存款 3,930 5,126
現金及銀行結餘 59,917 86,765  

175,357 191,03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77,533 44,871
應付票據 30,000 46,250
應付股息 404 –
應付稅項 10,789 5,980
銀行借款 208,000 208,000
融資租賃承擔 823 2,827  

327,549 307,928  

淨流動負債 (152,192) (116,89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16,486 41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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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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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6,840 6,915
銀行借款 7,000 7,000
遞延稅項負債 4,051 3,529  

17,891 17,444  

淨資產 398,595 399,87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2,899 82,899
股份溢價及儲備 315,696 316,97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 398,595 39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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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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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淨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152,192,000元（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16,894,000元）。截至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日期，相關銀行同
意重續現時計入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負債的銀行貸款人民幣193,000,000元。
此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未提取銀行融通人民幣140,000,000元，不會於
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因此，計及該等可供動用的銀行融通以及經營業務所產生現金流
量，本集團管理層信納，本集團將具備充裕財務資源，以應付其在可預見未來到期的財
務承擔，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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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成本一般以交換貨品時所付代價的公平
值為基準。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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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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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新的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與本集團有關的準則如下：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呈列」

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引入了全面收益表的新術語。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
本，全面收益表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有關修訂已追溯應用。除上述變化之外，
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對損益、其他全面收益金額和全面收益總額不會造成任何影
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 號 「綜合財務報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中處理綜合財
務報表及（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入賬－特殊目的實體」之部份。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 10號更改控制權定義，致使投資者於下列情況下擁有對投資對象的控制權：a)
對投資對象之權力、b）其參與投資對象所得可變回報的風險或權利、及 c)行使其權力以
影響其回報的能力。該等三項標準須同時滿足，投資者方可擁有對投資對象的控制權。
控制權先前定義為有權規管實體的財務及經營政策以從其業務中獲益。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10號已加入額外指引，以解釋投資者何時視為對投資對象擁有控制權。

本公司董事評估過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對本集團的影響並認為，於本中期期間應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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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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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此等新的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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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審閱根據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全資附屬公司－江西金源紡織有限公司（「江西金
源」）除稅後溢利，以分別供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作資源分配及
表現評估之用。江西金源之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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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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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滌綸紗銷售額 216,714 206,022
滌棉混紡紗銷售額 201,130 190,346
棉紗銷售額 24,463 22,434  

442,307 418,802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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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1,294
政府補助 9,075 6,575
廢料銷售收入 3,107 1,636
其他 316 247  

12,911 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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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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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1 2,228

遞延稅項 522 –  

6,253 2,228  

本期間的稅項開支指中國的企業所得稅，乃就中國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收入以適用稅率計
算。附屬公司江西金源的適用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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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並無就中國附屬公司累
計溢利應佔的暫時差異約人民幣83,805,000元計提遞延稅項撥備，原因為本集團能夠控制
暫時差異的撥回時間，且暫時差異有可能不會在可見未來撥回。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中國附屬公司已向本集團之公司宣派股息金額為人民幣20,000,000
元，就中國附屬公司累計溢利餘額約人民幣70,584,000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提
遞延稅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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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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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16 395,715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10,167 9,700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399 247  

折舊及攤銷總額 10,566 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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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二已宣派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
（二零一一年：每股2港仙） 8,154 16,524  

所宣派的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息已從股份溢價中支付。根據開曼群
島公司法（經修訂）第22章，以及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規定，本公司可從股
份溢價中分派或支付股息予股東，分派股息之後本公司可以支付其日常業務過程中到期
的債務。

報告期內並無建議派發任何股息。董事不建議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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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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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6 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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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64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超額配股權（附註） 不適用 666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不適用 1,011,930  

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沒有潛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因此沒有
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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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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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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30日 4,415 1,394
31至90日 27 15  

4,442 1,409  

預付供應商款項 10,228 15,92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109 393  

12,337 16,313  

16,779 1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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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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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30日 12,832 2,287
31至90日 11,498 1,880
90日以上 373 1,580  

24,703 5,747  

薪金及工資應計項目 5,400 5,400
收到客戶按金 6,716 5,641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10,251 2,718
應付增值稅及其他稅項 3,410 3,69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7,053 21,670  

52,830 39,124  

77,533 4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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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概覽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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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不足 2.0%，歐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更錄得約0.1%降幅。歐元區
主權債務危機繼續困擾大多數歐洲國家。困難的國際經濟環境對當地需求及
中國出口均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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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二零一二年的7.8%減至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7.6%。與此同時，消費物價指數
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增加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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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銀行」）在
公開市場操作審慎並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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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五月
減少為20.0%之後也一直保持不變。上述政策收緊了資本市場的流動性並使得
企業在中國獲取商業貸款更為困難。

複雜的國際環境及中國緊絀的流動資金影響各行各業，當中包括紡織行業。中
國國內生產成本上升，已對行業造成挑戰且已成為趨勢。於二零一三年，為保
障國內棉農利益，中國政府繼續通過操控國內棉花價格以及售價較低的海外
棉花進口量，干預棉花市場。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中國
棉花價格依舊於較高價格水平徘徊，而非跟隨國際價格下跌，令國內棉紗製造
商承受較高原材料成本。另一方面，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的紗線產品售價亦因市場需求不振及面對進口紗線產品乘國際棉價下降之利
造成競爭而下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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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儘管二零一三年市況低迷，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
量約為29,573噸，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量約26,757噸有所增
加。本集團產量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9,593噸，增至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9,786噸。本集團收入從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188億元增加5.6%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423億元，主要原因是由於銷量增加。本集團銷量增加主因
是本集團加強了銷售力度。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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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萬元及約人民幣690萬元。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人民幣4.423億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約5.6%或約人民幣2,350萬元。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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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二零一二年：
49.2%）、45.5%（二零一二年：45.5%）及5.5%（二零一二年：5.3%）。二零一三年營
業額增加主要由於銷量增加，而本公司紗線產品的平均單位售價下跌抵消了
部分增幅。儘管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量約為29,573噸，高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量約26,757噸，本集團紗線產品的
整體平均售價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噸約人民幣15,652元
減少4.4%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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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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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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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公
司不時根據其原材料成本的波動調整紗線產品的售價。此外，本公司亦監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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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滌
綸短纖維及原棉的平均單位採購價較二零一二年同期為低，因而拖低本集團
各種紗線產品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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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人民幣2,310萬元，與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約為人民幣 2,310萬元相同。總毛利率由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5.5%下降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5.2%。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紗線產品售價下降，售價下降原因有市
況低迷、政府干預導致棉花成本高企以及進口紗線產品乘國際棉價下降之利
造成的競爭。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980萬元增加至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290萬元，增幅為31.6%或約人民幣
310萬元。其他收入增加，主要由於其他政府補助及廢料銷售收入上升。

分銷及銷售開支

分銷及銷售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610萬元上升
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670萬元，升幅為10.8%或約人
民幣70萬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及銷售開支佔營業額
百分比約1.5%（二零一二年：1.4%）。分銷及銷售開支增加，主要原因是銷量由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6,757噸上升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9,573噸。

行政開支及其他損益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140萬元減少至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90萬元，減少4.5%或約人民幣50
萬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佔營業額百分比約2.5%
（二零一二年：2.7%）。行政開支減少主要是由於香港辦事處產生的專業費用減
少所致。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約人民幣10萬元主要
是支付外幣負債所產生的匯兌收益。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其他開支約人民幣110萬元主要是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換算港元計值淨資
產所產生匯兌虧損。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530萬元，較二零
一二年同期減少 22.7%或約人民幣 160萬元。財務成本減少，主要由於在建工程
利息費用資本化和二零一二年七月中國人民銀行基準貸款利率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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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所得稅率約為47.6%，而二
零一二年同期為30.3%。實際所得稅率上升主要由於就政府補助可能產生的中
國企業所得稅和本公司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未分配利潤產生的股息預扣稅計
提撥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純利率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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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
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約 34.3%或約人民幣 180萬
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率約為1.6%，較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2%增加 0.4個百分點。純利及純利率增加主
要是由於其他收入增加，加上其他開支及財務成本下降。上述增加部分被所得
稅費用撥備增加而抵銷。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68分，較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0.51分增加約33.3%。每股基本盈
利增加乃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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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往來銀行所提供融通撥付其營運
所需。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的淨現金流入約
為人民幣1,930萬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流出人民幣4,810萬
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定期存款約為人民幣390萬元（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10萬元）；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5,990萬
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680萬元）及已質押銀行存款約為人民
幣1,350萬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3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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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值。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附息
借款約為人民幣2.15億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15億元），其中
96.7%即人民幣2.08億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7%）須於一年內償還。
該等銀行借款乃以本集團賬面值合共約人民幣 2.900億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2.708億元）的土地使用權、樓宇、廠房及機器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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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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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0%）。於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淨流動負債及淨資產分別為約人民幣1.522億元（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69億元）及約人民幣3.986億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3.999億元）。淨流動負債增加主要是由於應付在建工程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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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使用任
何財務工具作對沖用途。本集團有外幣定期存款、現金及銀行結餘、其他應收
款項、其他應付款項，使本集團面對港元（「港元」）風險。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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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萬元（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640萬元）及人民幣210萬元（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70萬元）。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有負債。

僱員、薪酬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 1,788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8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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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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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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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中國紡織業依然面對三項主要挑戰產生的利淡因素：(i)海
外及國內需求因歐美經濟停滯不前及國內經濟放緩而疲弱；(ii)國內與國際棉
價因中國政府操控國內棉花價格及限制進口量而出現差距；以及 (iii)中國製造
成本不斷上漲。

儘管市況低迷，本集團純利仍能錄得增長。本集團銷量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6,757噸升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9,573
噸。本集團產量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9,593噸升至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9,786噸。

展望未來，美國經濟呈現改善跡象，但歐洲經濟仍然表現呆滯。中國經濟似乎
已避免硬著陸。中國政府設定二零一三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為7.5%，並繼
續鼓勵內需。在此等情況下，本集團預期紡織業需求將溫和改善。棉價將繼續
受多個因素左右，該等因素包括氣候、投資商品的資金金額以及紡織業需求。
中國政府於二零一三年繼續以每噸人民幣 20,400的價格收集棉花儲備。然而，
於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國際棉價上升導致國內棉價與國際棉價差距縮窄。過
去數年，勞工成本、水電成本及政府徵稅增加促使製造成本不斷上漲，一直對
國內製造商造成困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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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改善產品效率，從而應付成本上漲。

本集團的擴充計劃目前進展理想，其中一個新車間（「一號車間」）及其他輔助大
樓已大部份完工。部份生產機器已安裝完成並已開始進入試產階段。隨著一號
車間安裝完成，本集團產能將由現時約 330,000錠增至約380,000錠。然而，考慮
到市場環境變化，原先計劃用於生產彩色滌棉混紡紗的生產設施調整為生產
高端市場的精梳棉紗。本集團認為，改變產品類型，以滿足高端市場需求，有
助於提高市場競爭力，並達致更高的邊際利潤率。鑑於市況不明朗，本集團將
在引入氣流紡紗線生產設施方面抱持審慎態度，措施包括縮減投資預算和將
該計劃延至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

本集團對其未來充滿信心，並預期隨著本集團產能按計劃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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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致力鞏固其優越地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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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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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刊發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及於二
零一二年一月十六日刊發行使部分超額配股權公告（「公告」）。誠如招股章程
和公告內「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的一節所述，本公司將全球發售所得款
項淨額（「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28.7%，用於購置產能約2萬錠的生產
氣流紡紗線的機器及設備（「氣流紡紗線」）；約 19.4%或金額約 29,500,000港元（相
等於約人民幣23,500,000元）用於撥付興建新生產設施，不包括土地使用權的成
本。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上市，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刊發公告披露行
使部分超額配股權，扣除包銷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後，本公司收到首次公開
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152,0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121,300,000元）。其中金額
約43,6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34,800,000元）被指定用於氣流紡紗線用途。然
而，低價的進口紗線產品加劇競爭，導致市場狀況有所改變，本公司決定將首
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於生產氣流紡紗線的規模減少約 31,100,000港元，
用以支付興建新生產設施（不包括土地使用權的成本）。修改後的氣流紡紗線的
生產設備和機器投資金額約為12,5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 10,000,000元），
氣流紡紗線的產能約1萬錠；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中用於興建新生產設
施（不包括土地使用權的成本）的總金額將約為 60,6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
48,400,000元）。

此外，誠如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的一節所述，本公司將首次公
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40.9%用於購置產能約6萬錠的生產彩色滌棉混紡紗的
機器及設備（「彩色紗線」）。從而約62,2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48,400,000元）
被指定用於彩色紗線用途，本公司已使用相應的資金購置相關的機器及設備。
然而，由於市場條件改變，本公司額外增加投資，將上述彩色紗線的生產設施
變更為生產精梳棉紗產品，原因在於本公司認為此類產品屬高端市場，更有競
爭力及可帶來更高的邊際利潤率。新的精梳棉紗生產線的產能約5萬紗錠，其
投資總額將約為145,9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116,400,000元），額外增加的投
資將由本公司的內部資源及銀行借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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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決定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
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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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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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
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各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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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批准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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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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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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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