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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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382）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本公司之董事局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
同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
料審閱」進行審閱。中期業績亦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財務資料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3,025,462 3,402,736

銷售成本 5 (2,485,202) (2,771,865)

毛利 540,260 630,871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 4 28,677 64,139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43 –

分銷及銷售開支 5 (32,479) (35,672)

一般及行政開支 5 (91,871) (9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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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溢利 444,630 563,542

財務收入 22,822 15,266

財務成本 (6,083) (3,398)

分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20,679 15,406

除所得稅前溢利 482,048 590,816

所得稅開支 6 (56,250) (87,887)

期內溢利 425,798 502,929

下列人士於期內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12,009 501,568

非控制性權益 13,789 1,361

425,798 502,929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基本（港元） 7 0.28 0.35

－攤薄（港元） 7 0.28 0.35

簡明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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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425,798 502,929

  

其他全面收入：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外幣換算差額 (127,316) (265,40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98,482 237,526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84,803 238,591

非控制性權益 13,679 (1,065)

298,482 23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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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19年9月30日

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115,367 –
土地使用權 – 115,321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68,016 1,520,21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21,646 320,572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853 853
遞延所得稅資產 9,401 15,843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 19,361 28,497

1,934,644 2,001,296

流動資產
存貨 1,010,940 947,353
應收賬款及票據 9 956,874 735,88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6,591 63,67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51,858 52,799
衍生金融工具 – 8,339
短期銀行存款 42,425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42,505 720,892

3,081,193 2,528,941

資產總值 5,015,837 4,530,237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45 1,446
股份溢價 1,446,496 1,453,188
庫存股 (3,504) –
儲備 1,749,026 1,824,977

3,193,463 3,279,611
非控制性權益 3,707 (9,972)

權益總額 3,197,170 3,26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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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46,076 146,225

遞延所得稅負債 44,719 39,889

租賃負債 775 –

其他應付非流動款項 23,487 22,934

215,057 209,048

流動負債
借貸 502,427 300,000

應付賬款及票據 10 834,557 568,485

應計項目及其他應付款項 185,059 160,636

租賃負債 857 –

衍生金融工具 9,794 225

本期所得稅負債 70,916 22,204

1,603,610 1,051,550

負債總額 1,818,667 1,260,598

權益及負債總額 5,015,837 4,530,237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201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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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財務資料須與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

誠如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述，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所得稅乃採用將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累計及採納下文載列
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除外。

(a) 以下準則修訂於2019年4月1日開始之財政期間首次強制採納，且現時與本集團有關：

年度改進項目（修訂本） 2015年至2017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負值補償之預付特徵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有關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誠如下文附註2(c)所披露，本集團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而更改其有關租賃之會計政策，由2019年4月1日起生效。上文所列所有其他準則修訂本及
詮釋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概無重大影響。

(b) 以下為已頒佈但未就2019年4月1日開始之財政期間生效且並未由本集團提早採納之新訂準則及準
則修訂：

於以下日期或
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經修改），「業務之定義」 2020年1月1日
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2020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保險合約」 2021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出繳」
待釐定

管理層正評估採納上述準則及準則修訂的財務影響。本集團將於有關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生效時
方予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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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會計政策變動

下文解釋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財務資料之影響。

本集團選擇依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具體過渡性條文所許可，於採納該準則時並不會重列
比較資料。因此，重新分類及調整並無於2019年3月31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中反映，惟已於2019年
4月1日之期初資產負債表確認。

• 就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之調整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就以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原則
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確認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餘下租賃付款之現值計量，並採用
2019年4月1日承租人之遞增借款利率貼現。於2019年4月1日適用於該等租賃負債之加權平均
承租人遞增借款利率為3.92%。

2019年
千港元

於2019年3月31日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 1,442

採用承租人於初次應用日期之遞增借款利率折現 1,292

於2019年4月1日已確認之租賃負債 1,292

其中：
流動租賃負債 662

非流動租賃負債 630

1,292

物業租賃之相關使用權資產乃按相等於租賃負債之金額計量，並就與於2019年3月31日於資
產負債表確認之租賃有關之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金額作出調整。於初次應用日期，概
無繁重租賃合約而須對使用權資產作出調整。於初次應用日期確認之使用權資產乃按相當
於租賃負債之金額計量。

過往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呈列為獨立項目之土地使用權及過往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租賃
土地由2019年4月1日起歸類為使用權資產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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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認之使用權資產與以下類別資產有關：

2019年9月30日 2019年4月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辦公室物業 1,615 1,292

租賃土地 2,680 2,728

土地使用權 111,072 115,321

使用權資產總額 115,367 119,341

使用權資產變動如下：

千港元

於2019年4月1日的期初結餘 119,341

添置 828

攤銷（附註5） (2,238)

外幣換算差額 (2,564)

於2019年9月30日的期末結餘 115,367

會計政策變動對於2019年4月1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中以下項目造成影響：

綜合資產負債表（摘要）

2019年
3月31日

按原先呈列

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之影響

2019年
4月1日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115,321 (115,321)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20,210 (2,728) 1,517,482

使用權資產 – 119,341 119,341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662 662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630 630

(i) 對分部披露及每股盈利之影響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期間之分部披露及每股盈利所受之影響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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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所採用之實際權宜措施

於初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採用以下準則所允許之確認豁免及
實際權宜措施：

－  對特徵合理地相似之租賃組合使用單一貼現率
－  對於租賃是否繁重依賴過往評估
－  將於2019年4月1日餘下租賃期少於12個月之經營租賃入賬列作短期租賃
－  豁免相關資產屬低價值之經營租賃
－  於初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撇除初始直接成本，及
－  倘合約含有延長或終止租賃之選擇權，在釐定租賃期時採用事後確認法。

本集團亦已選擇不會於初次應用日期重新評估合約是否租賃或是否包含租賃。相反，
對於過渡日期前訂立之合約，本集團依賴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
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作出之評估。

• 本集團之租賃活動及其入賬方法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租用若干辦公室物業。租賃合約一般定為2至3年。租賃條款個別磋商，條款及條件各
有不同。租賃協議並無施加任何契諾，惟租賃資產不可用作借款之抵押品。

直至2019年3月31日為止，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乃分類為經營租賃。根據經營租賃作出之
付款（扣除向出租人收取之任何優惠）於租賃期間按直線法於損益中扣除。

由2019年4月1日起，租賃會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相應租賃負債。每一項租賃付款均於負債與
財務成本之間分配。財務成本在租賃期間於損益中扣除，從而令每一期間負債之餘下結餘
產生定額之定期利率。使用權資產（包括辦公室物業、土地使用權及租賃土地）於資產可使
用年期與租賃期間兩者之較短者按直線法予以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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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產生之資產及負債初步按現值計量。租賃負債包括以下租賃付款之淨現值：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如有）；
－  終止租賃之罰款（如租賃期間反映承租人行使有關選擇權（如有））。

租賃付款使用租賃隱含之利率貼現。倘無法釐定該利率，則使用承租人之遞增借款利率，
即承租人就於類似經濟環境中按照類似條款及條件取得類似價值之資產借取所需資金須支
付之利率。

使用權資產按成本計量，包括以下各項：

－  最初計量租賃負債之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之任何租賃付款，扣除已收之任何租賃優惠（如有）；
－  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  任何復修成本。

與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有關之付款按直線法於損益中確認為開支。短期租賃指租賃
期為12個月或以下之租賃。低價值資產包括辦公室設備的小型項目。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安排出租樓宇。租賃期介乎1至5年。本集團將該等租賃分類
為經營租賃。

於比較期間適用於本集團作為出租人之會計政策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無異。本集團
毋須就作為出租人的租賃（分租租賃除外）作出任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過渡調整。倘
本集團為中介出租人，分租租賃參照相關資產予以分類。

本集團並無分租租賃安排。本集團將根據經營租賃收取的租賃付款於租賃期間內按直線法
確認為收入，計入「其他收入」之一部分。本集團由初步應用日期起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將其租賃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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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首席經營決策者已被確認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彼等釐定本集團之經營分部及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呈報，以
評估表現並分配資源。

本集團之所有業務營運均與製造及買賣具有類似經濟特徵的紡織品有關。因此，執行董事按照單一分部
（包括於香港、澳門、中國及越南附屬公司以及中國及斯里蘭卡聯營公司所經營之業務）審閱本集團之表
現。執行董事基於以下財務資料，定期審閱本集團之資源分配及進行表現評估：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025,462 3,402,736

  

毛利 540,260 630,871

毛利率 (%) 17.9% 18.5%

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附註i） 542,614 653,830

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率 (%) 17.9% 19.2%

經營開支 124,307 131,468

經營開支╱收入 (%) 4.1% 3.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412,009 501,568

純利率 (%) 13.6% 14.7%

資產總值 5,015,837 4,530,23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3,193,463 3,279,611

現金及銀行結餘 984,930 720,892

借貸 648,503 446,225

存貨 1,010,940 947,353

存貨週轉日數（附註ii） 72 73

應收賬款及票據 956,874 735,882

應收賬款及票據週轉日數（附註iii） 51 49

應付賬款及票據 834,557 568,485

應付賬款及票據週轉日數（附註ii） 5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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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附註i：

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被定義為未計財務收入、財務成本、所得稅開支、折舊與攤銷前期內溢利。

附註ii：

週轉日數按期初與期末結餘之簡單平均數除以銷售成本計算。

附註iii：

週轉日數按期初與期末結餘之簡單平均數除以收入計算。

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與除所得稅前溢利總額之間的對賬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 542,614 653,830

折舊 (75,067) (73,175)

攤銷 (2,238) (1,707)

財務收入 22,822 15,266

財務成本 (6,083) (3,398)

除所得稅前溢利 482,048 59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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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的收入指貨品銷售。對按地區（以產品交付之目的地為準）劃分之收入的分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 645,557 730,565

東南亞 1,607,462 1,732,460

香港 266,903 361,068

斯里蘭卡 202,839 141,518

孟加拉 159,943 224,783

其他 142,758 212,342

3,025,462 3,402,736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期間，首兩大客戶分別約佔本集團收入41%（ 2018年：47%）及16%（ 2018年：
19%）。截至2019年及2018年9月30日止期間，概無其他客戶個別地佔本集團收入高於10%。

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遞延所得稅資產）位於以下地區：

於
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 1,279,421 1,336,577

香港 12,553 13,009

越南 311,623 315,295

1,603,597 1,66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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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出售剩餘物料 23,219 32,013

分包收入 677 4,461

處理收入 1,955 1,969

租金收入 2,081 2,386

取消訂單之客戶賠償 9,654 7,005

雜項收入 31,756 29,913

69,342 77,747

其他虧損－淨額：
衍生金融工具－遠期外匯合約 (22,736) (13,633)

外匯（虧損）╱收益淨值 (17,448) 2,39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81) (2,366)

(40,665) (13,608)

28,677 6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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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性質細分的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5,067 73,175

使用權資產攤銷 2,238 –

土地使用權攤銷 – 1,707

使用原材料與消耗品產生之成本 2,218,454 2,409,44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269,849 320,382

滯銷及陳舊存貨撥備撥回 (12,630) (12,300)

經營租約款項 – 1,930

公用服務開支 1,833 –

其他開支 54,741 108,999

銷售成本、分銷及銷售開支總額與一般及行政開支 2,609,552 2,903,333

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2018年：16.5%）之稅率作出撥備。中國企業所得稅（「企
業所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25%（2018年：25%）之稅率作出撥備。越南企業所得稅乃就期內
估計應課稅溢利按20%（2018年：20%）之稅率作出撥備。

本集團於越南的附屬公司享有免稅期，經抵銷上一年度稅項虧損後，由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利潤完
全無須繳納越南企業所得稅，而之後四年享有50%企業所得稅減免。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開支金額為：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30,034 42,000

－海外企業所得稅 13,052 42,166

遞延所得稅 13,164 3,721

56,250 8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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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412,009 501,568

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千股） 1,446,349 1,446,423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28 0.35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以假設兌換所有潛在攤薄股份而經調整發行在外股份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之股份為唯一造成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計算方法乃根據尚未行使購
股權所附帶認購權之貨幣價值制定，以釐定可按公允值（按本公司股份平均每日所報市價釐定）收
購之股份數目。按上述方法計算之股份數目，會根據假設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之股份數目增加。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412,009 501,568

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千股） 1,446,349 1,446,423

購股權調整（千份） – –

1,446,349 1,446,423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元） 0.28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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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26仙（2018年：每股港幣32仙） 375,525 462,855

於2019年11月21日，董事局已宣派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26仙（2018年：每股
港幣32仙）。此中期股息總計為375,525,000港元（2018年：462,855,000港元），並未在此中期財務資料確
認為負債。

9 應收賬款及票據

於
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892,050 702,862

應收票據 68,492 36,831

960,542 739,693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3,668) (3,811)

956,874 735,882

應收賬款及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本集團大部分銷售之信貸期介乎30至60天。應收賬款及票據基於貨品交付日期之賬齡如下：

於
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天 910,783 674,723

61－120天 48,977 61,535

121天－1年 782 3,435

960,542 73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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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票據

債權人給予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90天。應付賬款及票據基於交付日期之賬齡如下：

於
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天 732,657 533,624

61－120天 80,713 26,691

121天－1年 21,187 8,170

 834,557 568,485

應付賬款及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應付賬款及票據之賬面值包括應付Toray Industries, Inc.之款項32,193,000港元（ 2019年3月31日：
24,624,000港元），該公司為本公司之單一最大股東。

11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已訂約但尚未發生之資本開支如下：

於
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87,964 102,810

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於越南附屬公司有已批准但未繳足資本約249,417,000港元（2019年3月31日：
249,576,000港元）。

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分佔聯營公司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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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紡織產品（包括優質棉布及化纖針織布）之製
造及貿易。

收入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收入為約3,025.5百萬港元（2018年：約3,402.7百萬港元），較截至2018

年9月30日止期間減少11.1%。

不同銷售地區之貨品所產生的收入（根據產品交付地點釐定）載於本公告之財務資料附註3。

其他收入包含（其中包括）出售剩餘物料，載於本公告之財務資料附註4。

銷售成本

本集團之銷售成本為約2,485.2百萬港元（2018年：2,771.9百萬港元），較截至2018年9月30日
止期間減少10.3%，乃由於收入下跌所致。

溢利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412.0百萬港元（2018年：約501.6百萬港元），較
去年減少17.9%。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期內，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至32.5百萬港元（2018年：35.7百萬港元）。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輕微減少至91.9百萬港元（2018年：95.8百萬港元）。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包括銀行貸款利息開支，增加約79.4%至6.1百萬港元（2018年：3.4百萬港元），主
要原因是銀行貸款之利息開支及匯兌虧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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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周轉天數

應收賬款周轉日數為51天，而應付賬款周轉日數為52天。

所得稅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錄得持續經營業務之所得稅開支約56.3百萬港元（2018年：87.9百萬港
元）。本集團之平均實際稅率為11.7%，較去年（2018年：14.9%）為低。實際稅率減少乃主要
歸因於(i)由於本集團之越南附屬公司享有稅務寬減，以致稅率較低；及(ii)受惠於研發項目
帶來之中國稅務獎勵。

資產

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5,015.8百萬港元（2019年3月31日：4,530.2百萬港元），
增加10.7%。資產總值包括非流動資產1,934.6百萬港元（2019年3月31日：2,001.3百萬港元）及
流動資產3,081.2百萬港元（2019年3月31日：2,528.9百萬港元）。有關增加乃由於存貨、應收
賬款及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所致。

關鍵財務比率載列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毛利率(1) 17.9% 18.5% 

權益回報率(2) 13.3% 15.2% 

利息覆蓋比率(3) 99.5 174.9

註：

(1) 毛利率乃按毛利除以收入再乘以100%計算。

(2) 權益回報率乃按年內溢利除以權益總額再乘以100%計算。

(3) 利息覆蓋比率乃按銀行貸款利息開支及稅項開支前溢利除以銀行貸款利息開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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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流動性與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之淨現金水平為336.4百萬港元（2019年3月31日：274.7百萬港元）。

本集團之主要營運資金來源為銷售其產品產生的現金，配以銀行借貸以及我們的合營企業
夥伴向越南附屬公司提供的股東貸款。

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984.9百萬港元（2019年3月31日：720.9百
萬港元），當中包括197.6百萬港元、相等於665.5百萬港元之美元、相等於120.9百萬港元之
人民幣、相等於0.3百萬港元之越南盾及相等於0.6百萬港元之其他貨幣。現金及銀行結餘連
同定期存款為本集團之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計劃提供資金來源。

本集團擁有銀行貸款502.4百萬港元（2019年3月31日：300百萬港元）及由我們的合營企業夥
伴向我們越南附屬公司提供的股東貸款146.1百萬港元（2019年3月31日：146.2百萬港元）。
所述股東貸款為權益性質，毋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並無就銀行借貸抵押其任何資產（2019

年3月31日：無）。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資產總值為5,015.8百萬港元（2019年3月31日：4,530.2百
萬港元），增加10.7%。非流動資產及流動資產分別為1,934.6百萬港元及3,081.2百萬港元。上
述資產由流動負債1,603.6百萬港元、非流動負債215.1百萬港元及股東應佔權益3,193.5百萬
港元提供融資。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本集團一直採取謹慎的措施，並根據市場的需求而微調資本開支。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
得資本開支總額減少0.8%至95.7百萬港元（2018年：96.5百萬港元），主要提供購買機器及番
禺廠房及越南廠房環保項目的資金。

資本承擔的詳情載於本公告財務資料附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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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流動資金或槓桿比率：

於2019年
9月30日

於2019年
3月31日

流動比率(4) 1.9 2.4

速動比率(5) 1.3 1.5

資本負債比率(6) 20.7% 14.3%

負債權益比率(7) 56.9% 38.6%

註：

(4) 流動比率乃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

(5) 速動比率乃按流動資產減存貨除以流動負債計算。

(6) 資本負債比率乃按總借貸及應付票據除以權益總額再乘以100%計算。

(7) 負債權益比率乃按負債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再乘以100%計算。

外匯及利率風險管理

本集團一直面對多種貨幣之外匯風險，主要涉及美元、人民幣及越南盾。本集團通過定期
檢討及監察以管理外匯風險。本集團於適時採用對沖措施以降低若干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中國、澳門及越南營運。除了若干現金及銀行結餘與若干內部公司應
收款項以外幣計算，交易通常以各集團之功能貨幣進行。董事認為已確認資產與負債所產
生之外幣風險極小。

本集團一直採用遠期外匯合約對沖其部分外匯風險。該等遠期外匯合約不符合採用對沖會
計法入賬，而按公允值透過損益記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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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19年3月31日及2019年9月30日，並無為獲得融資抵押資產。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之詳情載於中期財務資料附註3。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作出有關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
營企業之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或有負債

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2019年3月31日：無）。

期後事項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2019年9月30日後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或本集團概無進行任何
重大事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僱用5,295名全職僱員（2019年3月31日：5,688名）。本集團薪酬政
策並無重大變動。本集團僱員薪酬待遇包括薪金、花紅、津貼及退休福利，其乃根據各僱員
表現、技能及知識釐定。本集團亦向僱員提供額外福利，如向駐生產設施之僱員提供食宿
津貼、意外及醫療保險等。

本集團將持續向僱員提供定期培訓及具競爭性之薪酬待遇以提升其工作動力及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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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及展望

本集團上半年的財務表現受到整體銷售量略有下降。加上平均銷售價格下降（與上年同期相
比），以及少數股東權益增加（有盈利的非全資子公司所產生）所帶來的影響，本集團於回顧
期間內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純利下降17.9%。

在回顧期間，耐寒面料的銷售錄得逾20%的下降。該產品線的銷售訂單減少，主要由於相關
客戶已下調了保暖內衣的生產量，以平衡先前冬季暖和導致的過多庫存。儘管相對溫暖的
天氣可能在即將到來的冬天繼續，以致相關產品系列所產生的銷售限制了本集團下半年財
務業績的增長；不過，運動服面料的需求正在增長，而本集團預計客戶對此類產品需求有
上升趨勢。

為了把握此趨勢，本集團正在中國大陸市場及海外市場開發運動服領域的更多新業務。於
回顧期內，運動服面料的銷售較去年同期增長超過30%。憑藉高質量的生產技術，本集團已
與某些國際運動品牌進行商業討論，以滿足他們對高質量面料的需求。運動服面料的銷售
額佔總銷售額的約11%（去年同期為8%），管理層預計該類產品的銷售額將逐步增長。

本集團計劃通過收購土地以建設廠房，來提高其在越南的生產率。截至本公告發布之日，
與土地所有者就越南生產基地的洽談仍在進行中。

預計未來幾個月全球經濟增長將放緩，貿易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看似疲弱的消費者情
緒正在影響整體商業環境。面對未來的挑戰，本集團將繼續通過廣泛使用技術和機械來提
高效率，以節省生產成本。儘管短期財務表現可能受到不確定的經濟因素的影響，但管理
層對業務前景仍然樂觀，並準備增加其生產能力以取得長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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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局宣佈派發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26仙（2018年：每股港幣32

仙）。中期股息將於2019年12月18日派付予2019年12月10日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於本公司股
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2019年12月6日至2019年12月10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之資格，股東最遲須於2019年12月5日下午4時30分前將所有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之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合共1,964,000股股份，總代價（不包括
費用）為10,167,610港元。該等購回股份中，1,300,000股股份已於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內註銷，另有664,000股股份隨後已於2019年10月28日註銷。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按獲註銷
股份之面值減少。購回股份之詳情如下：

每股價格
購回月份 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總代價

（不包括費用）
港元 港元 港元

2019年8月 1,300,000 5.20 5.08 6,676,370

2019年9月 664,000 5.30 5.19 3,49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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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續）
於報告期末後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合共132,000股股份，總代價（不包括
費用）為677,100港元。該等購回股份隨後已於2019年10月28日註銷。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按獲
註銷股份之面值減少。於報告期末後購回股份之詳情如下：

每股價格
購回月份 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總代價

（不包括費用）
港元 港元 港元

2019年10月 132,000 5.15 5.10 677,100

購回股份乃由董事根據股東於2019年8月8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授出之一般授權進行，
乃旨在藉著提高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而使股東受惠。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或其任何
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載
列的適用守則條文與若干建議最佳常規，以提高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標準。

於回顧期內，尹惠來先生擔任本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故本公司未能遵守企業管治
守則中第A.2.1條（該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能須分立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儘管雙
重職務安排已提供強大一致的領導及促進本集團實施業務策略，本公司仍會因應當前情況
不時檢討有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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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的準則，作為其內部有關董事所進行證券交
易的行為守則。在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現任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19年9

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準則。

登載財務資料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已 登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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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textiles.com)。本公司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
公司股東並登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局命
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尹惠來

香港，2019年11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尹惠來先生、奧富勝先生、杜結威先生及石井俊哉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劉耀棠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裕光博士、伍清華先生及施國榮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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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詞彙
於本公告內（中期財務資料除外），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含義：

「章程細則」 本公司不時修訂之組織章程細則

「董事局」 本公司之董事局

「企業管治守則」 主板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公司」 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
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港元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上市規則」或「主板上市規則」 經不時修訂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斯里蘭卡盧比」 斯里蘭卡盧比

「標準守則」 主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

「番禺廠」 於中國廣州市南沙由互太（番禺）紡織印染有限公司營
運之工廠

「人民幣」 人民幣

「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

「股份」 本公司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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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本公司之股東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股東於2007年4月27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採
納之購股權計劃，且已於2017年5月17日屆滿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Teejay Lanka PLC」 Teejay Lanka PLC（前稱Textured Jersey Lanka PLC及
Textured Jersey Lanka (Private) Limited），一間根據斯里
蘭卡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斯里蘭卡科倫
坡交易所上市

「Toray」 Toray Industries, Inc.，一間根據日本法律註冊成立之公
司，其股份於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現為本公司之
一名主要股東

「美元」 美元

「越南盾」 越南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