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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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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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
績，連同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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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697,219 767,907
銷售成本 (608,286) (614,201)

毛利 88,933 153,706
其他收入 5 13,949 20,976
其他收益及虧損 (916) (384)
分銷及銷售開支 (12,286) (12,170)
行政開支 (26,009) (29,050)
財務成本 (12,848) (12,057)

除稅前溢利 50,823 121,021
所得稅開支 6 (17,165) (17,08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7 33,658 103,936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33,658 102,081
非控制權益 – 1,855

33,658 103,936

每股盈利 9
－基本 人民幣2.69分 人民幣8.15分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2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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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250 899,158

使用權資產 47,291 48,31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26,246 10,267

商譽 20,617 20,617

遞延稅項資產 – 5,412

1,047,404 983,770

流動資產
存貨 370,903 314,64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47,180 47,498

應收票據 6,615 370

已質押銀行存款 109,446 60,246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8,594 283,034

742,738 705,79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252,668 215,454

合約負債 36,554 24,763

應付票據 81,277 47,319

遞延收入 264 264

租賃負債 1,544 2,765

銀行及其他借款 522,908 501,061

即期稅項負債 13,464 23,784

908,679 815,410

淨流動負債 (165,941) (109,61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81,463 87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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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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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4 6,566

銀行及其他借款 71,413 49,413

遞延稅項負債 42,266 36,982

120,113 92,961

淨資產 761,350 781,194

資本及儲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1,989 101,989

儲備 659,361 679,205

權益總額 761,350 78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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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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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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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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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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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出流動資產約人民幣165,94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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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流動負債的銀行借款約人民幣48,000,000元。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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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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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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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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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除了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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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之修訂：概念框架之提述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物業、廠房及設備於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有償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之年度改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相應闡釋範例及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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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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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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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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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之營運列為可報告分部－紗線銷售分部。

江西鑫源特種纖維有限公司（「鑫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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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651,838 45,381 697,219

分部之間收入 – 44,990 44,990

利息收入 2,031 22 2,053

利息支出 (11,146) (1,702) (12,848)

折舊 (31,603) (1,699) (33,302)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存貨減值撥備 – (655) (655)

可報告分部溢利 52,126 302 5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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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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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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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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209 817,330

分部之間收入沖銷 (44,990) (49,423)

本集團收入 697,219 767,907

溢利或虧損
可報告分部溢利總額 52,428 114,546

分部之間（收益）╱虧損沖銷 (548) 8

有關政府補助收入調整 353 7,807

未分配金額：
其他收入、收益和虧損 (347) (150)

行政及其他開支 (1,063) (1,190)

所得稅開支 (17,165) (17,085)

本集團期內溢利 33,658 10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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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生產及買賣紗線產品及滌綸短纖。本集團於貨物交收時點確認收入。

收入劃分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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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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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來自客戶合約收益範圍內的 
來自客戶合約收益

按主要產品劃分
－銷售紗線 651,838 733,429

－銷售滌綸短纖 45,381 34,478

697,219 767,907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2,053 1,866

政府補助 353 7,807

廢料銷售收入 10,871 10,765

租金收入 540 501

其他 132 37

13,949 2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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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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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5 14,275

上年度超額撥備 (516) (1,550)

遞延稅項 10,696 4,360

17,165 17,085

由於本集團並無香港利得稅之應評稅利潤，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和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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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期內溢利

本集團期內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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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85 32,527

－使用權資產 1,025 2,919

已銷售存貨成本，包括 608,286 614,201

－存貨備抵╱（存貨備抵撥回） 655 (152)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1.5港仙）。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會議上，本公司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0港仙。末期股息金額約人民幣53,502,000元（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0,829,000元）已獲得本公司股東批准及於報告期末
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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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計算依據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33,658 102,081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52,350 1,252,350

截至二零二二年和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每股攤薄盈利呈列，原因是期內
並無潛在攤薄股份。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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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5 12,862

預付供應商款項 27,046 29,428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033 2,283

其他可收回稅項 6,026 2,925

47,180 4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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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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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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2 9,866

31至90日 1,753 2,033

91日至180日 228 160

181日至365日 42 220

365日以上 400 583

12,075 12,862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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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3 22,436

其他應付款項 6,948 6,808

其他應付稅項 8,829 28,224

薪金及工資應計項目 14,298 19,774

其他應計費用 136,787 135,003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16,941 3,209

應付股息 53,50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收押金 500 –

252,668 215,45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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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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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2 14,950

31至90日 2,317 80

91至180日 – 6,149

181至365日 7,027 –

365日以上 1,287 1,257

14,863 2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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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概覽
世界各國推廣疫苗接種，以及大多數國家放寬為遏制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

疫情（「疫情」）而採取的控制措施，相比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二零二二年有一個良
好的開端。然而，二零二二年二月，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爆發軍事衝突（「俄烏衝
突」）給全球經濟造成重大不確定性。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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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錄得收縮約1.6%和0.9%。歐洲聯
盟（「歐盟」）國內生產總值第一季度錄得增長約5.5%，第二季度錄得增長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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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和0.4%。

全球經濟復甦，帶動國際原油市場需求回升。俄烏衝突爆發後，國際原油價格從
二零二一年底每桶75美元左右上漲至二零二二年三月每桶120美元以上。隨後在二
零二二年三月至六月大部分時間內，原油價格維持在每桶100美元和120美元區間
波動。原油價格上漲推高了石油相關下游產品價格，包括滌綸紗線產品原材料。
然而，中國經濟增長勢頭在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有所放緩。二零二二年四月前後，
上海及周邊地區爆發新一波疫情，加上政府採取的相關疫情防控措施，進一步影
響中國經濟。中國國內消費因而受到影響，包括紡織業在內的不同行業相應受到
不利影響。市場環境低迷，致使本集團紗線產品銷售價格上漲幅度未能追上生產
成本上漲幅度。

國際棉花價格也受惠於全球經濟復甦。國際棉花價格呈上升趨勢，從二零二一年
底每磅110美分左右升至二零二二年四月每磅140美分以上；隨後二零二二年四月
至六月底期間徘徊在每磅140美分左右。隨著美聯儲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和六月分
別加息50個基點和75個基點，二零二二年六月底國際棉花價格從每磅140美分急劇
下跌至每磅100美分。美聯儲為應對通脹而收緊貨幣政策引發人們對全球經濟衰
退的擔憂和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中國國內棉花價格與國際棉花價格走勢相似。
二零二二年年初至六月底一直在每噸人民幣20,000元至每噸人民幣22,000元之間
波動，隨後急劇跌至每噸人民幣18,000元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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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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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包括美國、歐盟和大多數亞洲國家在內的大多數經濟體在二零二二年解除疫
情防控措施，人們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開始恢復正常。然而，由於供應鏈瓶頸、
能源和食品價格高企、消費者需求激增以及工資上漲，美國和歐盟通貨膨脹高企
不下。俄烏衝突進一步推高能源和食品價格，加劇通貨膨脹。為應對通脹失控，
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和提高利率。自二零二二年初以來，美聯儲分別在三月、五
月、六月和七月將聯邦基金利率上調25、50、75和75個基點。美國快速加息引發
人們擔憂經濟衰退，導致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下跌。美國收緊貨幣政策亦導致美元
匯率走強。強美元通常會吸引資本回流美國，會以其他經濟體（尤其是欠發達經
濟體）資本外流為代價。強美元勢將引發許多發展中經濟體進口通脹，增加它們
的債務負擔，因為它們通常持有大量以美元計價為主的外債。發展中經濟體的經
濟衰退勢將拖累全球經濟複蘇。

中國成功控制疫情，二零二一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 8.1%，但二零二二年增長
勢頭有所放緩。二零二二年四月前後，上海及周邊地區爆發新一波疫情，以及政
府採取的相關疫情防控措施進一步對經濟產生不利影響。疫情很快受控之後，中
國政府出台各種政策措施刺激經濟。儘管中國經濟具有韌性，但外部環境複雜，
在二零二二年餘下的時間裡，勢將面對諸多不確定性和挑戰。

業務回顧
本集團紗線產品銷量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4,897噸，減少 

14.7%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6,800噸。銷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是
市場環境惡化。本集團紗線產品產量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60,888噸，減少7.7%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6,201噸。本集團紗
線產品銷售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7.334億元減少
11.1%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6.518億元。截至二零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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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0萬元
及約人民幣3,3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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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二一年中國政府成功遏制疫情，中國製造業並未受到嚴重影響。
同期東南亞國家製造業因疫情而深受影響，導致部分訂單回流中國，中國製造業
因而受益。然而，二零二二年東南亞大部分國家解除疫情防控措施，經濟活動回
復正常。東南亞國家製造企業恢復生產經營活動及與中國同行競爭。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勢頭有所放緩。二零二二年四月前後，上海及周
邊地區爆發新一波疫情，以及政府採取的相關疫情防控措施，進一步對經濟產生
不利影響。在美國，美聯儲第二季度大幅加息引發全球對經濟衰退的擔憂，進而
影響營商信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涉疆法案》」）經拜登政府簽署
成為美國法律，並於二零二二年六月生效。涉疆法案设置的可反駁推定原則，將
禁止進口任何全部或部分在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製造的商品進入美國。根據涉
疆法案，證明進口貨物與新疆強迫勞動無關的舉證責任在於進口商。涉疆法案對
中國紡織品出口商產生嚴重影響，因為二零二零年中國80%以上棉花在新疆地區
生產，新疆棉花已廣泛用於中國的紡織產品。涉疆法案大大增加中國紡織品出口
商的供應鏈溯源合規成本，使他們處於不利地位。美國進口商很可能將訂單從中
國轉移到其他東南亞國家，以避免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根據涉疆法案扣留或沒
收貨物的風險，以及遵守供應鏈溯源帶來的合規成本。實施涉疆法案預計將對中
國紡織品出口美國業務產生嚴重的負面效果。以上因素給中國紡織品市場造成不
利影響。本集團雖然沒有直接向美國出口產品，但間接受到涉疆法案對中國紡織
品市場的影響。

誠如本公司二零二一年七月公告所述，本集團已於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開始興建
一個產能50,000錠的高度自動化車間（「新車間」）。新車間建設和生產線安裝已經
基本完工，生產設備試產預計將於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展開。新車間生產線配備
最新技術，自動化程度高，可節省人工成本，提高本集團生產效率。待新車間全
部完工及正式投產後，本集團若干早期的生產線就可進行技術改造。提升自動化
生產水平將節省人工成本，從而加強本集團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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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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量由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3,948噸減少5.7%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13,146噸。PSF產量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7,036噸減少
25.8%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2,633噸。

本集團投資鑫源旨在把握紡織行業使用環保紗線產品趨勢，以及向行業上游進行
垂直整合。鑒於部分國際服裝品牌已開始強制要求其產品使用環保原材料，本集
團當時預期紡織業將普遍使用環保紗線。因此，鑫源的生產線設計是以再生塑料
碎片作為其中一種原材料，相關產品被確認為環保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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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導致由再生原料生產的PSF與直接由石油副產品精對苯二甲酸（「PET」）生產
的PSF之間的價格差縮窄。與此同時，紡織行業強制要求使用環保原材料並非如
預期普遍。以再生原料生產PSF面臨激烈的競爭壓力，鑫源一直處於虧損狀態，
需倚賴本集團的財務支持。

為緩解採購再生塑料碎片的困難，二零一八年鑫源著手改造生產線，以致可以使
用PET切片作為生產原料。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二一年，隨著整個紡織市場景氣回升，
鑫源經營業績有所好轉。但是二零二二年紡織行業市場環境惡化，鑫源的分部溢
利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40萬元約減少95.9%至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0萬元。鑫源業績要改善，需增加投資改造生
產線，使得原料可改用100%PET切片，同時需要提高產能，以達致一定程度的規
模效益。然而根據目前市場環境，管理層認為風險太大，不適宜對鑫源增加投資。
鑒於本集團對中短期市場前景持謹慎態度，因此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九日決定停止
營運鑫源，以保留財務資源，專注於核心業務。董事相信，停止PSF的生產不會對
本集團的經營造成重大不利影響。鑫源已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訂立協議，
將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860萬元有關滌綸短纖分部的大部分生產設備，以人民幣1,000

萬元的現金代價出售，出售收益約為人民幣140萬元。於本公告日期，有關出售協
議之訂金人民幣550萬元已經收到。本集團認為，在不利的市場狀況下，將鑫源資
產有序變現可使鑫源發揮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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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約人民幣6.972億元，較去年同
期減少9.2%或約人民幣7,070萬元。本集團產品銷售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滌綸紗 217,954 31.3% 238,864 31.1%

滌棉混紡紗及黏膠棉混紡紗 267,989 38.4% 356,278 46.3%

棉紗 – – 496 0.1%

黏膠紗及彈力包芯黏膠紗 4,632 0.7% 2,363 0.3%

麻灰滌綸色紗 158,998 22.8% 135,111 17.6%

滌綸短纖 45,381 6.5% 34,478 4.5%

其他 2,265 0.3% 317 0.1%

697,219 100.0% 767,907 100.0%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紗線
產品銷量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4,897噸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6,800噸。銷量減少主要是由於市場環境惡化。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紗線產品平均售價約每噸人民幣13,928元，
相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每噸人民幣13,360元輕微增加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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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毛利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537億元，減少至截
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8,890萬元。本集團毛利率由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0.0%，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12.8%。毛利減少的主要原因是銷量減少和紗線產品生產成本增加。生產成
本增加主要是由於原材料成本上升所致。原油下游產品PSF是本集團紗線產品的
一種主要基本原材料。二零二二年以來國際原油價格一直是震盪上行，包括PSF

在內的原油下游產品價格相應上漲。然而，市場環境低迷，致使本集團紗線產品
銷售價格上漲幅度未能追上生產成本上漲幅度。

其他收入

本集團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100萬元，減少
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390萬元，減少約人民幣700萬
元或33.5%。其他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政府補貼減少。

分銷及銷售開支

本集團分銷及銷售開支幾乎保持不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
民幣1,220萬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230萬元。儘管紗
線產品銷量下降約14.7%，但銷量下降的影響被油氣價格上漲導致的運費上漲所
抵消。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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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

行政開支

本集團行政開支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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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少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2,600萬元，減少人民幣約
300萬元或10.5%。行政開支減少的主要原因是殘疾人就業保障基金供款減少。截
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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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8%）。



19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1,280萬元，較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210萬元增加6.6%或約人民幣80萬元。
本集團財務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銀行及其他貸款增加。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所得稅率約為33.8%，二零
二一年同期實際所得稅率約為14.1%。實際所得稅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遞延稅項資產約人民幣540萬元全額計入期內損益，這是因
為董事已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九日決定停止PSF的生產，而導致預計近期不會動用
該遞延稅項資產。詳情請參閱「業務回顧」部分。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純利率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3,370萬元，
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21億元減少人民幣約6,840萬
元或67.0%。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率約
為4.8%，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3%減少8.5個百分點。本集團
純利率減少主要是由於毛利減少。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2.69分，相
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8.15分。本公司
每股盈利減少的原因是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淨利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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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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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 

2.086億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30億元）及已質押銀行存款約
人民幣1.094億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020萬元）。本集團的現
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人民幣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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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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附息
借款約為人民幣5.959億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532億元），其
中88.0%即人民幣5.245億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1.1%即人民幣5.038億元）
須於一年內或應要求償還。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授信額度乃
以本集團賬面值合共約人民幣5.437億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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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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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5.5%）。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淨流動負債及淨資產分別為約人民幣1.659億
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96億元）及約人民幣7.614億元（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81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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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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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0萬元）及約人民幣7,100萬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040萬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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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有負債。

僱員、薪酬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932名僱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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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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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及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投資或收購或出
售附屬公司。

前景
世界各國推廣疫苗接種，以及大多數國家放寬為遏制疫情而採取的控制措施，給
二零二二年帶來良好的開端。然而，二零二二年二月，俄烏衝突給全球經濟帶來
重大不確定性。隨著包括美國、歐盟和大多數亞洲國家在內的大多數經濟體在二
零二二年解除疫情防控措施，人們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開始恢復正常。然而，由
於供應鏈瓶頸、能源和食品價格高企、消費者需求激增以及工資上漲，美國和歐
盟通貨膨脹高企不下。俄烏衝突進一步推高能源和食品價格，加劇通貨膨脹。為
應對通脹失控，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和提高利率。美國快速加息引發人們擔憂經
濟衰退，導致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下跌。美國收緊貨幣政策亦導致美元匯率走強，
給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帶來經濟困難。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勢頭有所放緩。二零二二年四月前後，上海及周
邊地區爆發新一波疫情，以及政府採取的相關疫情防控措施，進一步對經濟產生
不利影響。在美國，美聯儲第二季度大幅加息引發全球對經濟衰退的擔憂，進而
影響營商信心。隨著東南亞其他國家重啟經濟、製造企業恢復生產經營活動，重
現與中國同行爭搶訂單現象。實施涉疆法案預計對中國紡織品出口美國業務產生
嚴重的負面效果。以上因素給中國紡織品市場造成不利影響。

本集團認為未來紡織市場充滿挑戰。待新車間全部完工及正式投產後，本集團若
干早期的生產線就可進行技術改造。提升自動化生產水平將節省人工成本，從而
加強本集團競爭優勢。鑒於本集團對市場前景持謹慎態度，為保留本集團財務資
源，專注於核心業務，故此於二零二二年七月決定停止營運鑫源，並有條不紊地
將鑫源設備變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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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效益提升而受惠，本集團相信可利用紡織行業好轉帶來的機遇，鞏固其優越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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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在審閱滌綸短纖分部的經營環境和經營業績後，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九日決
定停止鑫源的PSF生產。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確認辭退員工成本約人民幣
40萬元。

鑫源已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訂立協議，將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860萬元有
關滌綸短纖分部的大部分生產設備，以人民幣1,000萬元的現金代價出售，出售收
益約為人民幣140萬元。於本公告日期，有關出售協議之訂金人民幣550萬元已經
收到。董事相信，停止PSF的生產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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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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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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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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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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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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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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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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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