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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78）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公佈

天虹紡織集團有限公司（「天虹」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連
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2 1,824,086  1,440,209
銷售成本 3 1,600,077  (1,241,496 )    

毛利  224,009  198,713
銷售及分銷開支 3 (43,984 ) (34,894 )
一般及行政開支 3 (89,847 ) (65,379 )
其他收入 2 43,921  11,94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2 456  (2,864 )    

經營溢利  134,555  107,520

財務收入  36,685  10,368
財務費用  (35,066 ) (23,061 )    

財務收入╱（費用）－淨額 4 1,619  (12,693 )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1,483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4,691  94,827
所得稅開支 5 (16,521 ) (14,905 )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18,170  79,922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
 每股盈利（以每股人民幣表示） 6
 －基本  0.134  0.092
 －攤薄  0.134  0.091    

股息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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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89,641  104,622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53,581  1,187,543
 聯營公司之投資  50,056  43,799
 遞延所得稅資產  1,446  3,607    

  1,594,724  1,339,571    

流動資產
 存貨  672,898  651,899
 應收貿易及票據款項 8 542,362  364,83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92,931  78,440
 已抵押銀行存款  54,681  10,77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09,804  199,615    

  1,572,676  1,305,55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票據款項 9 536,142  467,502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267,656  155,637
 當期所得稅負債  10,775  7,325
 借貸  246,632  225,253
 衍生金融負債 10 14,560  －
 應付股息  58,281  －    

  1,134,046  855,717    

流動資產淨值  438,630  449,84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33,354  1,789,413    

非流動負債
 借貸  931,363  702,584

 遞延所得稅負債  10,717  11,078    

  942,080  713,662    

資產淨值
  1,091,274  1,075,751    

股東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94,064  93,990
 儲備  997,210  981,761    

股東權益總額  1,091,274  1,07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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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紗線、坯布及染色布料。

本公司乃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二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
公司。自從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九日起，本公司股份已經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六日經董事會批准刊發。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
務報告」編製。務請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乃按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一併閱讀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所採用的一致。有關會計政策見該等年度財務報表。

中期期間之所得稅乃採用適用於預期年度總收益之稅率計算。

下列新準則、對準則或詮釋之修訂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生效，但目前並
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1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集團及庫存股
份交易」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2 號，「服務特許權安排」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一界定福利資產限
額、最低資金要求及其相互關係」

下列新準則、對準則及詮釋之修訂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效，
且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營運分部」，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
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第 14 號「分部報告」，並要求採用「管理方
法」，即分部資料須按照與內部報告所採用之相同基準呈報。管理層現正評估有關新規定
的影響，鑑於現有營運分部已根據決策者審閱之內部報告確認，預計該準則不會對本集團
之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修訂）「借貸成本」，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
效。鑑於本集團已選擇允許之其他處理方法，即根據原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將合資格資產
應佔之借貸成本予以資本化，預期該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帳目產生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
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管理層現正評估其影響，預期將不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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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修訂）「業務合併」及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綜合及個別財務報
表」、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於聯營公司的投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1 號「於合營企業的權
益」之其後修訂，對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首個年度報告期開始之
日或之後之企業合併生效。管理層現正評估有關收購會計法、綜合及聯營公司之新規定對
本集團之影響。本集團並無任何合營企業。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報」，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管理層正評估該準則之經修訂披露規定之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金融工具：呈報」及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呈報」
之其後修訂，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此準則與本集團無關。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3 號「客戶忠誠計劃」，由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
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此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產生任何影響。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投資於附屬公司、聯控實體或聯營
公司的成本」及對國際會計準則第 18號「收入」、國際會計準則第 21號「匯率改動之影響」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 36號「資產減值」之其後修訂，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
間生效。由於本集團並非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故該修訂與本集團無關。

2. 收益及分類資料

(i)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貨品銷售（不包括增值稅） 1,824,086  1,440,209   

其他收入
 補貼收入 43,157  11,944

 有關再投資之所得稅退稅 764  –   

 43,921  11,94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衍生金融工具：
 公平值虧損 (14,560 )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4,650  (4,369 )

 其他 366  1,505   

 456  (2,864 )   

收益總額 1,868,463  1,44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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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分類資料

(a) 主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類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經營為單一業務分類－製造及銷售紗線、坯布及染
色布料。因此，本集團並無呈列業務分類資料分析。

(b) 次要報告形式－地域分類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大陸及越南兩個地域經營。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額
中國大陸 1,735,694  1,436,901
越南 214,090  －
其他國家 252,822  56,948   

 2,202,606  1,493,849

地域之間銷售 (378,520 ) (53,640 )   

 1,824,086  1,440,209   

銷售額乃根據產生銷售收入之國家而分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業績
中國大陸 138,164  118,913
越南 7,560  (575 )
其他國家 (3,949 ) (5,111 )
未經分配收入減開支 (7,220 ) (5,707 )   

經營溢利 134,555  107,520   

分類業績乃根據產生經營溢利之地方而分配。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資產值
中國大陸 2,206,199  2,082,873
越南 738,563  459,927
其他國家 109,550  27,369
未經分配資產 63,032  31,162
聯營公司 50,056  43,799   

 3,167,400  2,64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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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資產值乃根據資產所在之地方而分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開支
中國大陸 111,772  106,447
越南 230,996  142,258   

 342,768  248,705   

資本開支乃根據資產所在之地方而分配。

3. 開支（按性質分類）

包括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一般及行政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貨開支 1,304,173  1,035,247
僱員成本 159,825  130,940
折舊及攤銷 46,605  35,824
運輸 34,503  20,232
公共設施 100,894  85,774
核數師酬金 1,500  1,500   

4. 財務收入及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開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借貸利息 (36,629 ) (23,061 )
 減：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化金額 1,563  －   

 (35,066 ) (23,061 )   

財務收入
 融資活動所得匯兌收益 36,001  9,708
 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684  660   

 36,685  10,368   

財務收入╱（開支）淨額 1,619  (12,6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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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4,721  14,428

遞延所得稅 1,800  477   

 16,521  14,905   

(i) 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ii)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於中國大陸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於期內按企業所得稅率 0%至 25%繳納企業所得稅。

除天虹（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外，本公司於中國大陸成立的其他所有附屬公司均為外商獨資
企業，已根據適用於中國大陸外資企業的有關稅項規則及規定，取得有關中國大陸稅務局
之批准，有權於抵銷所有過往年度結轉的所有未到期稅項虧損後首個獲利年度起，免繳企
業所得稅兩年，其後三年則獲稅率減半優惠。

天虹（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為於中國大陸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公司，須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稅率 18%繳納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5%）。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
所得稅法」）而國務院亦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頒佈條例實施細則（「條例實施細則」），並
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內地及外資企業的所得稅率自二
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劃一為 25%。然而，就於新企業所得稅法頒佈前設立並享有相關稅務
機關授予減免企業所得稅稅率優惠待遇的企業而言，新企業所得稅率可能自新企業所得稅
法生效之後 5年內逐漸增至 25%。根據載於條例實施細則及相關通告的守則，享有企業所
得稅率減免（稅率為 15%）的地區，企業所得稅率將分別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
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逐漸增加至 18%、20%、22%、24%及 25%。目前有權於一
段固定期間獲得標準所得稅率豁免或減免的企業，可繼續享有該項待遇，直至該段固定期
限屆滿為止。

(iii) 海外所得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因此獲豁免繳納開曼
群島所得稅。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的附屬公司按其時生效的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
公司法註冊成立，因此獲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在澳門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澳門利得稅作出撥備。（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本公司於越南成立的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獲
准免繳企業所得稅，因此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毋須繳納越南所得稅（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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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 118,170,000元（二零零七年：人
民幣 79,922,000元）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84,176,000股（二零零七年：872,000,000股）計
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於整個期間已發行的 884,980,000股普通股（計及已發行普通股 884,176,000股
（二零零七年：872,000,000股）的加權平均數及將予發行普通股804,000股（二零零七年：2,295,000

股））的基準及假設已全面兌換尚未行使購股權而計算。就認股權而言，須根據未行使認股權所
附認購權的貨幣價值進行計算以釐定應可按公平值（按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年度市場股價而釐定）
購入的股份數目。按以上方式計算所得股份數目會與假設全面行使認股權而發行的股份數目作
出比較。

7.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支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零）。

8. 應收貿易及票據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款項 138,471  132,019

應收票據款項 406,217  237,431   

 544,688  369,450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326 ) (4,618 )   

 542,362  364,832   

本集團授予其客戶的信貸期一般為 90日內。應收貿易及票據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日至 30日 322,187  287,068

31日至 90日 175,247  38,459

91日至 180日 41,360  32,277

181日至 1年 2,632  2,401

1年以上 3,262  9,245   

 544,688  36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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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及票據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款項 101,975  152,662

應付票據款項 434,167  314,840   

 536,142  467,502   

應付貿易及票據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日至 90日 137,073  272,557

91日至 180日 287,843  187,261

181日至 1年 110,016  3,671

1年以上 1,210  4,013   

 536,142  467,502   

10. 衍生金融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浮動至固定之利率及貨幣掉期 14,560  －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初 －  －
公平值虧損 14,560  －   

期末 14,560  －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浮動至固定之利率及貨幣掉期合約的名義本金額為 16,800,000美
元。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固定利率為 3.98%，主要的浮動利率為 LI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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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綜覽

我們欣然向股東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業績。在回顧期
內，本集團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 26.7%至人民幣 1,824,086,000元。股東應佔溢利
較去年同期上升47.9%至人民幣118,170,000元。半年度之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134元，
上升 45.7%，去年同期則為人民幣 0.092元。

行業回顧

中國紡織業在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面對重重挑戰。根據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統計中心的統
計，全國規模以上的紡織企業由二零零八年一月至五月之銷售收益為人民幣 4,421.1

億 元，較 去 年 同 期 上 升 17.7%。業 界 於 同 期 的 平 均 純 利 率 為 3.4%，較 去 年 同 期 下 跌
0.08%。二零零八年一月至五月期間之出口銷售上升7.86%至271億美元，但增長率較
去年同期低 17.49%。紡織業之大型項目（人民幣 5,000,000元或以上）之投資，於二零
零八年一月至五月合共為人民幣 276億元，較去年同期下跌 1.32%，增長率較去年整
年低 17.47%。上述數據顯示業界受投資以及出口銷售增長放緩所影響。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中國紡織業因多個因素而罩上陰霾，該等因素包括人民幣持續
升值、棉花價格不斷上升、新勞動法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後令中國勞工成本
持續上升、人民幣之國內融資成本不斷增加以及美國及歐盟因次按危機出現衰退而
令出口訂單減少等。預期市場競爭加劇將無可避免地令更多較小型製造商於短期內
結業，從而加快行業重組及整固。

業務回顧

本集團憑藉其在管理及監管方面加倍付出之努力、經理及員工孜孜不倦的工作以及
在越南項目所增加的產能，故縱使在不利的市場環境下，經營業績仍能取得穩定增
長。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人民幣 1,824,086,000元，
收益較去年同期上升 26.7%。營業額包括銷售紗線、坯布及成衣紡織品。與去年同期
比較，紗線仍高踞本集團產品銷售的首位，銷量增加 39.1%至 58,442噸，而坯布稍為
減 少 6.1%至 47,400,000米。本 公 司 繼 續 擴 大 紗 線 的 市 場 佔 有 率 以 及 客 戶 基 礎，特 別
是高增值棉包芯紗線產品。越南擴充計劃第一期的 70,000個紗綻已於二零零七年十
月開始投產，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期間為本集團紗線的銷售帶來人民幣 214,100,000

元 之 貢 獻。平 均 而 言，該 70,000個 紗 綻 可 每 年 生 產 約 24,000噸 紗 線，或 帶 來 人 民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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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00,000元之銷售額。期內，本集團已順利對我們設於徐州的其中一間廠房進行
搬遷及重新安排生產線，當中的紗錠數目有所增加，而坯布無梭織機的數目則減少，
由於此搬遷及重新安排，紗線及坯布的銷量分別增加及減少。

本集團產品之整體邊際利潤由去年同期之 13.8%下跌 1.5%至 12.3%。毛利率下跌部份
原因是人民幣升值影響到下游客戶，令紗線及坯布之平均售價下跌，而部份原因則
是棉花、能源及勞工成本上升，令生產成本上升。然而，若越南第一及二期整體設施
及 210,000個紗綻陸續投產後，預期本集團的平均製造成本可逐步降低，因而在可見
將來本集團產品的整體利潤率將會更好。

本集團已進一步加強與陶氏化學及蘭精纖維（上海）有限公司的戰略性合作。於二零
零八年上半年，本集團已採用由陶氏化學發明的 olefin-based XLATM纖維技術及由蘭
精纖維發明的 cellulose-based Tencel®纖維技術製造高級牛仔布用的各種非氨綸棉包
芯彈性紗線，高級牛仔布為牛仔服裝帶來不同的新特色。該等產品已獲得熱烈的市
場反應及成功，並已令本集團取得更多國際知名客戶。相信透過尋找及滲透入不同
的高端紡織市場，我們將繼續成為領先的高附加值棉包芯紡織製造商。

本集團一向致力成為具社會責任的公司，並已投放部份資源協助受五月十二日四川
地震影響的中國公民。本公司已捐出人民幣 4,180,000元（現金及床被）以協助因地震
而無家可歸的災民。本集團亦已積極協助其家人受地震影響的僱員。

前景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繼續奉行增加本地及國際市場佔有率之策略。本集團於二零零
八年七月十五日獲中國紡織工業協會評定為二零零七╱二零零八年期間中國十大最
具競爭力棉紡織品製造商（以營業額計算排名第六位，去年為第八位）。我們的客戶
基礎由去年年底約 1,800名增加至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 2,000名以上。本公司
預期本集團棉包芯紡織產品現時的銷售額增長趨勢，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持續。

本公司專注於上游高增值棉包芯線紡織業務的策略已彰顯成效。雖然不少下游紡織
業務範疇（例如成衣及漂染產品出口製造商）在最近的困境中面對重重困難，本公司
仍能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維持驕人業績。本公司預期產品的需求強勁，並將繼續投
放資源於去年在常州成立之研發中心，以透過推出更多嶄新棉包芯紡織品（如金屬
絲、滌綸、錦綸及丙綸的棉包芯紗線及紡織品）改善產品結構，從而加強競爭實力以
及提升本集團產品之整體邊際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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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付不斷上升之生產成本以及中國限制性的棉花進口配額，本公司跨步向前，於
二零零六年成立越南生產廠房。越南紗線生產廠房的第一期生產線已於本年年初投
產。由本年四月起，第一期的 70,000個紗綻生產線已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盈利。第二期
的 140,000個紗綻生產線將於本年度下半年開始試產，並預期於明年年初起開始全面
投產。至於生產成本方面，特別是勞工及電力成本，越南遠低於中國，而本公司預期
越南廠房日後將進一步降低本公司之整體平均成本。最近，越南貨幣在二零零八年
上半年出現貶值，由 1美元兌 16,010越南盾貶值至 1美元兌 16,842越南盾。二零零八年
六月的通脹率為 26.8%。然而，貨幣貶值及通脹對越南生產廠房的影響輕微。越南廠
房所有棉原料均由外國進口，而本公司則以美元付款。本公司越南廠房幾乎 95%的
產品均出口，而本公司則收取美元付款。本公司之出口及進口均繞過越南盾波動之
影響。事實上，本公司一直受惠於近期越南貨幣貶值的影響，原因是當地成本（例如
勞工及能源成本）以越南盾支付，而越南盾貶值可讓本公司以較少之美元兌換等額之
越南盾。我們於越南生產的產品只有 5%之產品內銷。本公司將在越南成立一隊銷售
及市場推廣隊伍，進一步開拓越南及其他東盟國家的市場。

成衣出口增值稅退稅率由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起調升 2%至 13%，抵銷整體成衣出口
業的部份邊際利潤壓力。本公司的紗線及坯布出口以及下游成衣出口客戶將直接享
有增值稅退稅。此外，歐盟及美國對中國紡織品的所有配額限制，分別已於二零零八
年一月一日及將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撤銷。雖然歐盟及美國可能對中國紡織及成
衣產品出口施加其他貿易限制，例如技術貿易壁壘等，但對該等已準備開拓出口業
務之製造商而言，此仍是新的機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現金結餘（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為人民
幣 264,500,000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10,400,000元）。

隨 著 業 務 於 回 顧 期 內 擴 充，本 集 團 的 存 貨 和 應 收 貿 易 及 票 據 款 項 分 別 增 加 人 民 幣
21,000,000元及人民幣 177,600,000元至人民幣 672,900,000元及人民幣 542,400,000元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51,900,000元及人民幣364,800,000元）。存貨
周轉日數及應收貿易款項周轉日數分別為 75日及 45日，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分別為 71日和 33日。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收票據款項為人民幣 406,217,000（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37,431,000）。有關之應收票據乃屬於銀行承兌匯票，銀
行有責任在匯票到期時承兌予本集團。有關之票據可以隨時背書予第三方，轉讓或
貼現，並提供相當高的流動性予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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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本集團擴充業務所需的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需求，本集團的銀行借貸增加人
民幣 250,200,000元至人民幣 1,178,000,000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927,800,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財務比率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流動比率 1.39  1.53

負債權益比率 1.08  0.86

負債淨額權益比率 0.84  0.67

1 總借貸除總權益

2 總借貸減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及已扺押銀行存款除總權益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內地及越南營運。本集團大部份交易、資產及負債以人民幣、美
元、越南盾計值。外匯風險為來自於未來海外營運中的商業貿易，已確認資產及負債
及投資淨額。本集團進行定期檢討及監察其外匯風險程度以管理其外匯風險。本集
團所面對的外匯風險主要來自其以美元計值的銀行借貸。為減低有關償還21,000,000

美元銀團貸款的利率及外匯風險，本集團與荷蘭銀行訂立了利率及貨幣掉期合約。
除此，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涉及任何其他對沖活動。

資本開支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 342,800,000

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248,700,000元），包括就越南及中
國新廠房添置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總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247,400,000元之存貨、
土地使用權以及樓宇、機器及設備已作抵押，以取得授予本集團的一般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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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或然負債為人民幣 21,900,000元（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1,900,000元），該金額乃關於本集團購買一幅位於中國江
蘇省泰州的土地而獲泰州經濟開發區管理委員會發放的政府撥款。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合共 13,592名，比去年底減少了 9.1%（於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952名），其中 12,343名駐於上海地區總部及本集團在中
國大陸的 11個廠房。其餘 1,249名駐於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包括越南、香港及澳門）。
期內業績增加而員工數目減少，讓本集團的人均生產力進一步提升。本集團仍會不
斷優化及精簡人力資源，同時向其員工提供具競爭力的酬金計劃。本集團之成功有
賴由技巧純熟且士氣高昂的員工組成各職能部門，故此本集團致力於集團內孕育學
習與分享的文化，重視員工之個人培訓及發展，以及建立團隊。

股息政策

考慮到本集團於越南的預計資本投資龐大及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的營運資金需求，董
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視乎本集團的財務及現金流量狀況而定，董事會仍致力
維持長遠而穩定的派息比率， 務求為股東爭取優厚的投資回報。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集團一直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以開明和開放的理念維護本集團的發展及保
障股東們的權益。

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董事會已採納載於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除以下偏離情況外，本公司於報告期內已遵守《守則條文》：

守則A.2.1

守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洪天祝先
生為本公司的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影響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
兩者之間權力和職權的平衡。董事會由極具經驗和才幹的成員組成，並定期每三個
月開會，以商討影響本公司運作的事項。透過董事會的運作，足以確保權力和職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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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衡。董事會相信此架構有助於建立穩健而一致的領導權，使本集團能夠迅速及
有效地作出及實施各項決定。董事會對洪天祝先生充滿信心，相信委任彼出任主席
兼行政總裁之職，有利於本公司的業務發展。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證券交易採納一套行為守則，其條款之嚴格程度不遜於《上市規則》
附錄 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本公司特別
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在報告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及有關董
事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丁良輝先生、朱蘭芬
女士及程隆棣先生。丁良輝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的職權及職責範圍
符合《守則條文》。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
度，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商討並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綜合賬目。

薪酬委員會

董事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丁良輝先生、 朱蘭芬女士、程隆棣先生及主
席兼執行董事洪天祝先生組成。丁良輝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薪酬委員會之職權
及職責範圍與《守則條文》一致。薪酬委員會主要負責擬訂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所有酬
金政策及結構，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

刊發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此業績公佈於本公司之網站 (www.texhong.com)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www.hkex.com.hk)發佈。本公司將向本公司之股東寄發包括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
之所有資料之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並於適當時候在本公
司網站公佈上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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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董事藉此機會就股東持續作出之支持及所有員工於報告期間對本集團之奉獻及貢獻
致以衷心謝意。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洪天祝先生（主席）
朱永祥先生
湯道平先生
龔照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丁良輝先生
朱蘭芬女士
程隆棣先生

承董事會命
天虹紡織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洪天祝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