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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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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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ROSPERITY HOLDINGS LIMITED
協盛協豐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07）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協盛協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
中期業績（經本公司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審閱），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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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04,838 262,495

已售貨品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164,680) (212,456)

毛利  40,158 50,039

其他收入  3,577 992

分銷及銷售開支  (2,569) (3,198)

行政開支  (17,693) (16,143)

融資成本  (8,094) (8,675)

除稅前溢利 4 15,379 23,015

稅項 5 (2,817) (5,47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本期間溢利  12,562 17,541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58 8,7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本期間
 全面收益總額  12,620 26,298

每股盈利－基本 7 人民幣1.30分 人民幣1.8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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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772,702 735,252

 預付租賃款項  176,739 178,60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33,564 61,194

983,005 975,050

流動資產
 存貨  194,337 145,53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9 152,860 126,306

 預付租賃款項  3,729 3,729

 已抵押銀行存款  57,900 53,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49,349 52,961

458,175 381,52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226,355 145,460

 融資租賃承擔  – 281

 稅項  4,347 5,548

 按揭貸款  545 539

 長期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  56,525 42,456

 短期銀行貸款  158,750 151,891

446,522 346,175

流動資產淨值  11,653 35,35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94,658 1,0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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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按揭貸款  2,163 2,440

 長期銀行貸款  69,808 97,896

71,971 100,336

資產淨值  922,687 910,06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8,855 98,855

 儲備  823,832 811,212

總權益  922,687 91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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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成立及註冊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並作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
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與編
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本集團已
採納以下於本中期期間對本集團已變為重要而有關政府撥款之會計政策。

政府撥款

政府撥款於相關成本所需對應之期間內確認為收入。有關開支項目之撥款於相同期間確認，
因為該等開支於收益表扣除並以「其他收入」之方式另行呈報。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
財政年度生效之多項新訂及經修改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改）提出更改多項用詞，包括修訂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
標題，因而導致呈列及披露出現若干變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為有關披露之準則，規定營運分類按就分類間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之內部呈報財務資料之
相同基準劃分。之前的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類報告」規定採用風險與回報方法劃分兩
組分類（業務及地區）。過去，本集團主要呈報方式為業務分類。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
所釐定的主要呈報分類相比，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致本集團的呈報分類須重
整（見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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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往期間，本集團將收購、建造或生產合資格資產直接應佔之所有借貸成本於產生時支
銷。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經修改）剔除該準則之舊版允許將所有借貸成本即時支
銷之選擇權，並規定所有有關借貸成本撥充資本，作為合資格資產成本之一部份。本集團已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經修改）之過渡規定，並且對開始資本化日期為二零零
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之合資格資產借貸成本採用經修改會計政策。由於經修改之會計政策已
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提前應用，此項變動對以往會計期間之已呈報數額並無影響。

採用新訂及經修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目前或以往會計期間所報告之業績及財務狀
況並無重大影響，因此並無確認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本，作為
 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善的一部份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改善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改）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格對沖項目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獲得的額外豁免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
 付款交易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改） 業務合併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1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獲客戶轉讓資產4

－詮釋第18號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視適用情況而定）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

 間生效的修訂本。
3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對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之轉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改）可影響本集團對業務合併（指收購日期為二
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之會計。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改）將影響本集團
於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有變時的會計處理。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
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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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本集團已經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類」。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規定，營運分類須按照主要營運決策人士定期審閱之本集團組成部份的
內部報告來劃分，從而在分類間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相反，之前的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14號「分類報告」）規定實體採用風險與回報方法劃分兩組分類（業務及地區），而實體「向主
要管理人員作出內部財務報告的制度」則僅作為劃分有關分類之起點。過去本集團之主要分
類呈報方式為業務分類。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所釐定的主要呈報分類相比，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致本集團的呈報分類須重整。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亦並無
改變分類損益之計量基準。

本集團分為三個營運分部，即成品布料加工、印花及銷售、生產及銷售高密度和高檔紗線以
及商品貿易。上述三個分部是本集團匯報分類資料之基準。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呈報分類如下：

－ 成品布料加工、印花及銷售

－ 生產及銷售高密度和高檔紗線

－ 商品貿易：布料及成衣、金屬產品及其他產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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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營業額及業績按呈報分類分析如下：

有關此等分類之資料呈列如下。

營業額 業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成品布料加工、印花及銷售
－對外銷售 194,336 245,874

－分類間銷售 6,982 12,697

201,318 258,571 30,966 36,466

生產及銷售高密度和高檔紗線 1,936 – (4,004) –

商品貿易 8,566 16,621 (955) (629)

211,820 275,192 26,007 35,837

對銷 (6,982) (12,697) – –

204,838 262,495 26,007 35,837

利息收入 605 377

未分配集團開支 (3,139) (4,524)

融資成本 (8,094) (8,675)

除稅前溢利 15,379 23,015

分類業績代表在未分配利息收入、未分配集團開支及融資成本之情況下各分類之業績，這是
為了進行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而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士（即董事會）作出匯報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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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本集團擁有 27,446 17,017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 191 215

27,637 17,232

減：包括在研究及開發成本內之折舊 (260) (362)

27,377 16,870

呆壞賬撥備 1,069 –

有關預付租賃款項之經營租賃租金 1,865 408

及已計入下列各項：

政府獎勵及資助* 1,780 500

* 中國大陸（「中國」）政府向本集團提供之政府獎勵及資助，是作為本集團達到的節能及
產品創新成就之獎勵金。收取有關政府資助並無附帶任何條件及或然項目，有關款項
並不屬於經常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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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開支包括：

中國所得稅 (2,817) (5,512)

去年之香港利得稅超額撥備 – 38

(2,817) (5,474)

根據中國相關法例及法規，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自首個經營獲利年度起計為期兩年免繳
中國所得稅，該等附屬公司於其後三年減半繳納中國所得稅。

中國稅項乃根據中國司法權區之當期稅率計算。由於本集團之香港業務於本期間並無應課稅
溢利，故並無於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作出任何撥備。

根據中國新稅法，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就中國附屬公司所賺取溢利宣派的股息須繳交
預扣稅。財務報表內未有就中國附屬公司累計溢利的暫時差額作出遞延稅項撥備，原因為本
集團可控制該等暫時差額的撥回時間，以及該等暫時差額在可見的將來未必撥回。

6. 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前期確認作分派之股息
－已派付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相當於人民幣0.88分 – 8,500

董事不建議派付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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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本期間綜合
溢利人民幣12,562,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7,541,000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965,000,000股
計算。

由於本期間並無尚未發行潛在普通股份，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於本期間，本集團動用人民幣65,083,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36,456,000元）添置物業、廠
房及設備，以擴大及提升其產能。

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一間有關連公司 – 1,383

－其他 46,074 35,135

46,074 36,518

已付供應商之按金 104,072 87,357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2,714 2,431

152,860 126,306

給予客戶之付款條款主要是記賬連同收取按金。發票一般須於發出後90日內支付。

於報告期間結束日，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90日 16,422 24,126

91至180日 6,103 5,390

181至270日 8,997 1,444

271至365日 13,845 4,448

超過365日 707 1,110

46,074 3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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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24,106 3,350

應付票據
－有抵押 57,900 53,000

－無抵押 32,244 36,940

114,250 93,290

客戶之按金 30,785 28,093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項 11,034 14,93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0,286 9,142

226,355 145,460

於報告期間結束日，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90日 97,591 53,897

91至180日 5,058 38,114

181至270日 2,374 254

271至365日 2,569 431

超過365日 6,658 594

114,250 93,290

購買商品之平均賒賬期為90日。

11. 資本承擔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
但尚未於財務報表內撥備之資本開支 45,880 49,960

12. 有關連人士之交易
本公司董事為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於本期間，董事酬金人民幣1,725,000元（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1,775,000元）已從全面收益表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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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向客戶銷售成品
布料及提供布料加工分包服務（「布料業務」）、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業務」），以及
生產及銷售高密度及高檔紗線（「紗線業務」）。

經營及財務回顧

整個紡織行業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一直面對艱難的經營環境。二零零八年第四季
爆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以及所有經濟指標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幾乎全線迅速惡化，
進一步削弱了市場信心，令消費者削減各類開支。本集團於期內之銷售表現亦因
為上述的市況下滑而受到拖累。

誠如過往所報告，為實行垂直綜合業務及把握上游紗線市場之發展潛力，本集團
已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在福建省石獅市成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協盛協豐（泉州）紡
織實業有限公司（「泉州項目」）。泉州項目已如期於二零零九年三月投產。

面對疲弱的市道，本集團於期內之營業總額下跌22.0%至人民幣204,800,000元（二
零零八年：人民幣262,500,000元）。期內布料業務與貿易業務之銷售均告下跌，而
紗線業務則開始帶來銷售貢獻。

於期內，本集團錄得毛利約人民幣40,2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50,000,000

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19.7%。由於成功優化銷售組合和嚴控成本，本集團之整
體毛利率微升至19.6%（二零零八年：19.1%）。

期內，其他收入增加2.6倍至約人民幣3,6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000,000

元），主要由本集團之節能及技術創新工作獲得人民幣1,800,000元的政府獎勵金、
人民幣1,200,000元之匯兌收益及人民幣600,000元的利息收入所組成。分銷及銷售
費用減少19.7%至人民幣2,6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3,200,000元）。行政費用
微升9.6%至人民幣17,7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6,100,000元）。受惠於期內的
低息環境，融資成本下跌6.7%至人民幣8,1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8,700,000

元）。

市場展望及未來前景

各主要經濟體系的政府相繼推出的連串財政和貨幣刺激措施似乎已開始見到成效。
目前亦有一些跡象顯示全球經濟收縮的步伐已經開始放緩，市場氣氛亦已略見好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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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前景看似未有像先前般黯淡。然而，全球經濟仍然脆弱，並繼續被眾多
不明朗因素所困擾。任何認為復甦可以持續的預測，均言之尚早；本集團相信，市
場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全面復甦。本集團對二零零九年下半年的前景保持審慎的看
法。

本集團一直致力發掘合適商機，以使業務能作多元化發展和增強本身的收益及盈
利基礎。誠如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八日所公佈，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無法律約
束力之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本公司可能收購主要在中國發展住宅物業、辦公室
及廠房物業之Enhance Development Limited。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繼續努力不懈並且審慎和務實地經營和發展業務。憑藉全力以
赴的管理層和員工，本集團已作好準備，應付目前面對的艱難經濟局面，並能積極
主動地回應將來的挑戰。雖然身處的經營環境短期內仍較為艱難，但憑藉穩固的根
基，本集團將必能受惠於市場的最終復甦。董事會對本集團之未來前景感到樂觀。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人民幣1,441,200,000元（於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56,600,000元），融資來源為流動負債約人民幣
446,500,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46,200,000元）、非流動負債
約人民幣72,000,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0,300,000元）和股
東權益約人民幣922,700,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10,100,000

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49,300,000元（於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3,000,000元），而已抵押銀行存款約為人民
幣57,900,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3,000,000元）。於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按揭貸款及長期銀行貸款為浮息貸款並以港元計值，而短期銀行
貸款屬定息貸款並以人民幣計值。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貸由若干
附屬公司的股本抵押、本公司和一家附屬公司提供公司擔保，以及本集團若干土
地使用權、樓宇、廠房及機器和銀行存款抵押。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水平穩健。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之比率）
約為1.0（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資本負債比率（由融資租賃承擔、
按揭貸款及短期和長期銀行貸款組成之借款除以股東權益之比率）微降至約31.2%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5%）。本集團一向奉行謹慎之理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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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為數約人民幣46,000,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0,000,000元）有關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及匯兌風險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本集團之營運、銷貨及購貨主要以人民幣計價。本集團預期不會
出現重大匯率波動風險，也沒有為對沖目的而使用任何財務工具。本集團於適當
時候將會考慮持有遠期外匯合約作對沖。

重大投資以及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持有重大投資，亦無涉及任何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
或出售。

僱傭關係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港兩地聘用約1,200名員工（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600名員工）。僱員之薪金待遇在聘用有關僱員之司法權區內甚
具競爭力，藉此吸引、保留及激勵僱員。本公司會定期檢討薪津待遇。另外，本集
團亦維持一項購股權計劃，以向合資格參與者就彼等對本集團之貢獻提供激勵及
獎勵。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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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作出之披露

玆提述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簽署的160,000,000港元三年期銀團貸款協議（「貸
款協議」）。貸款協議中載有條文（「條文」）規定本公司須確保本公司執行董事及主
席施少雄先生（「施先生」）留任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並且對本公司保持管理上
的控制權，以及施先生及其家屬成員須共同（直接或間接）維持本公司具投票權已
發行股本不少於50%。於回顧期間，有關條文已獲適當遵守。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審議賬目

此等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已經由審核委員會
審議及批准。

承董事會命
協盛協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施少雄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發表之日，執行董事為施少雄先生、邱豐收先生、蔡蓓蕾女士及施展鵬先
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曾慶福教授、趙蓓教授及呂小強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