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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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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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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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8）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營業額上升 44.4%至人民幣 24.73億元
• 毛利率增加 7.6個百分點至 19.2%
• 淨利潤率增加 9.0個百分點至 12.3%
•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 443.9%至人民幣3.05億元
• 扣除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後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 446.8%至人民幣

2.65億元
• 半年度之每股盈利增加 446.0%至人民幣0.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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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2 2,473,443 1,712,654
銷售成本 3 (1,999,426) (1,513,190)

  

毛利 474,017 199,464
銷售及分銷開支 3 (66,811) (54,923)
一般及行政開支 3 (76,126) (61,199)
其他收入 42,272 7,891
其他虧損－淨額 (2,598) (338)

  

經營溢利 370,754 90,895

財務收入 4 5,357 1,242
財務費用 4 (27,815) (23,235)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280 (2,374)

  

除所得稅前溢利 348,576 66,528

所得稅開支 5 (44,006) (10,533)
  

期內溢利 304,570 55,995

其他全面收益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
 全面收益總額 304,570 55,995

  

年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
 每股基本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表示） 6 0.344 0.063

  

股息 7 84,938 27,295
  

第5至13頁的附註為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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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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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19 154,48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21,636 1,435,545
 聯營公司之投資 35,138 34,858
 遞延所得稅資產 5,646 2,601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15,239 1,627,487
  

流動資產
 存貨 984,215 714,655
 應收貿易及票據款項 8 574,502 435,46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04,626 112,193
 已抵押銀行存款 32,606 15,89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58,775 392,003

  

流動資產總值 2,154,724 1,670,215
  

資產總值 3,869,963 3,297,702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94,064 94,064
 其他儲備 528,777 529,714
 保留溢利 1,110,025 862,887

  

權益總額 1,732,866 1,48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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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594,903 276,585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848 24,137

  

非流動負債總值 624,751 300,72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票據款項 9 809,104 510,602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255,797 282,741
 當期所得稅負債 26,192 8,798
 借貸 420,930 707,869
 衍生金融工具 10 323 305

  

流動負債總值 1,512,346 1,510,315
  

總負債 2,137,097 1,811,037
  

權益總額及負債 3,869,963 3,297,702
  

流動資產淨值 642,378 159,9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57,617 1,787,387
  

第5至13頁的附註為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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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天虹紡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
紗線、坯布及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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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註冊辦事處之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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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另有指明，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以中國人民幣（「人民幣」）呈列。於二零一零年八
月二十日，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批准刊發。

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此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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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
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有關會計政策載於該等年度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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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但與本集團無關的準則、現有準則之修
訂及詮釋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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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進行任何業
務合併，故該等準則及修訂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7號「將非現金資產分配予擁有人」，由二零零九
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非現金分派，
故該詮釋目前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首次應用之額外豁免」（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由於該修訂為現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編製者，
故此與本集團無關。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合資格對沖項目」，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之年
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對沖，故該詮釋目前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集團以股份為基礎及以現金結算之交易」，自二零
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該等股份付款交易，
因此該準則目前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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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八年）第一次改
進。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銷售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業務」之改進，於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之年度期間生效。

•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第二次改
進。所有改進於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生效。

下列新準則、對準則及詮釋之新詮釋及修訂於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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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號「金融工具」關於財務資產的分類及計量及可能影響本集團
對其財務資產之會計方法。此準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方始生效，惟可供提早採
納。本集團尚未決定何時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關聯方之披露」取代於二零零三年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第24號「關連方披露」。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應
用，並准許就整項準則或就與政府相關之實體提早應用。本集團將自二零一一年一
月一日起應用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 根據「供股之分類」（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之修訂），對於獲得固定外幣金額之供
股，當前規定此等供股必須作為衍生負債入賬。該修訂指定倘此等供股乃按比例以
固定貨幣金額發行予實體所有同一類別之現有股東，則應分類為權益，而不論行使
價以何種貨幣為單位。該修訂須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之年度期間應用。容
許提早應用。本集團目前並無應用該等修訂。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之修改，更
正了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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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界定福
利資產限額、最低資金要求及其相互關係」中非其詮釋意向之後果。在沒有此修改
的情況下，實體不可就未來服務之最低資金供款之自願性預付款確認任何盈餘作
為資產。在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頒佈時，原意非如此，該修
訂已修正此問題。此等修訂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容
許提早應用。此等修訂須追溯應用於所呈列之最早比較期間。本集團目前並無應用
該等修訂。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以權益工具抵銷金融負債」，澄清了
當主體與其債權人重新商討其金融負債的條款，而債權人同意接納主體股份或其
他權益工具以全部或部份消除該金融負債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規定。此詮釋適
用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容許提早應用。本集團將自二零
一一年一月一日起應用該詮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對首次採納者的比較信息披露的有限度豁免」（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改）為首次採納者提供了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改中
所列的相同過渡條款，涉及豁免呈列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對新公允
價值披露規定的比較資料。此準則須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
間應用。容許提早採納。由於該修訂為現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編製者，故此與本
集團無關。

• 香港會計師公會在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第三次改
進。所有改進在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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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紗線、坯布及面料。於期末確認之收益指貨品銷售（扣除增值
稅 )。

主要經營決策者被視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委員會。經營分部以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內
部呈報一致的形式呈報。執行董事委員會審閱本集團之內部申報，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
源。管理層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執行董事委員會認為業務可按產品及地區前景分類。就產品前景而言，管理層評估紗線、
坯布及面料之銷售表現。業務以地區基準（包括中國大陸、越南及其他地區）作進一步評
估。

執行董事委員會根據收益及經營利潤評估經營分部之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資料如下：

紗線 坯布 面料
   

中國大陸 越南 其他地區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收入 1,919,350 728,293 802,067 451,420 70,077 3,971,207
分類間收入 (270,271) (441,611) (785,882) – – (1,497,764)

      

收入（來自外部客戶） 1,649,079 286,682 16,185 451,420 70,077 2,473,443
      

分類業績 201,021 154,366 (4,559) 16,421 7,768 375,017
未分配費用 (4,263)

 

經營業績 370,754
 

財務收入 5,357
財務費用 (27,815)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280
所得稅開支 (44,006)

 

期內溢利 304,570
 

折舊及攤銷 (29,906) (25,926) (56) (10,685) (1,272) (67,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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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資料如下：

紗線 坯布 面料
   

中國大陸 越南 其他地區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收入 1,276,279 455,560 272,407 336,203 48,269 2,388,718

分類間收入 (79,819) (326,085) (270,160) – – (676,064)
      

收入（來自外部客戶） 1,196,460 129,475 2,247 336,203 48,269 1,712,654
      

分類業績 59,336 25,150 (2,704) 8,531 3,870 94,183

未分配費用 (3,288)
 

經營業績 90,895
 

財務收入 1,242

財務費用 (23,235)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2,374)

所得稅開支 (10,533)
 

期內溢利 55,995
 

折舊及攤銷 (26,248) (18,730) (123) (10,616) (1,447) (57,16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如下：

紗線 坯布 面料
   

中國大陸 越南 其他地區 小計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總資產 2,016,617 1,096,709 155,255 3,268,581 475,837 97,196 3,841,614
未分配資產 28,349

 

本集團總資產 3,869,963
 

分類總負債 (1,545,437) (129,870) (17,734) (1,693,041)
未分配負債 (444,056)

 

本集團總負債 (2,137,097)
 

資本開支 148,803 4,834 5 153,642 628 55 154,325
       



– 9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如下：

紗線 坯布 面料   
中國大陸 越南 其他地區 小計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總資產 1,738,945 972,994 35,502 2,747,441 451,783 96,281 3,295,505
未分配資產 2,197 

本集團總資產 3,297,702 

分類總負債 (1,238,149) (111,267) (14,940) (1,364,356)
未分配負債 (446,681) 

本集團總負債 (1,811,037) 

資本開支 67,486 57,141 447 125,074 7,765 1,891 134,730       

3. 開支（按性質分類）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貨成本 1,653,244 1,246,857
僱員成本 176,136 151,403
折舊及攤銷 67,845 57,164
運輸 45,129 39,485
動力及燃料 128,198 102,242

  

4. 財務收入及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收入
 融資活動所得匯兌收益 3,817 326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540 916

  

5,357 1,242
  

財務費用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利息 (27,941) (24,804)
 減：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化金額 126 1,569

  

(27,815) (23,235)
  

財務費用淨額 (22,458) (2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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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41,340 8,385

遞延所得稅 2,666 2,148
  

44,006 10,533
  

(i) 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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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ii)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於中國大陸成立的附屬公司於本期間須按22%至25%（二零零九年：20%至25%）之稅
率繳付企業所得稅。

除天虹（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外，本公司於中國大陸成立的所有其他附屬公司均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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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虧損後首
個獲利年度或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以較早者為準），免繳企業所得稅兩年，其後
三年則獲稅率減半優惠。

(iii) 越南所得稅

於越南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10%（二零零九年：10%）之稅率繳付所得稅。於越南成立
的附屬公司已獲越南的相關稅務局批准，有權於抵銷所有過往年度結轉的虧損後
首個獲利年度起，免繳所得稅四年，其後九年則獲稅率減半優惠。由於二零零八年
為越南附屬公司抵銷過往年度結轉的虧損後首個獲利年度，故本集團的越南附屬
公司於本期間內獲免繳越南所得稅（二零零九年：零）。

(iv) 其他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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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獲免繳
開曼群島所得稅。

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之附屬公司乃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公司法或二
零零四年公司法註冊成立，因此獲免繳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於澳門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9%（二零零九年：9%）之稅率繳付所得稅。由於本集團
於本期間內概無在澳門或從澳門賺取應課稅溢利，故概無就澳門利得稅作出撥備
（二零零九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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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304,570 55,995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計） 884,681 884,681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344 0.063
  

(b) 攤薄

由於並無具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7. 股息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58,369,000元的末期股息已於二零一零年
五月支付 (二零零九年：零 )。

董事會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宣派每股普通股0.11港元（二零零九年：0.035港元）之中
期股息，並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名列本公司
於香港之股東名冊之股東。此中期股息之金額為人民幣84,938,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27,295,000元），且並未於此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中確認為負債，並將於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股東權益中確認。

8. 應收貿易及票據款項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款項 119,635 92,932

減：減值撥備 (1,975) (2,936)  

117,660 89,996

應收票據款項 456,842 345,469  

574,502 43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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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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日至30日 324,068 229,247

31日至90日 109,413 119,999

91日至180日 140,404 85,516

181日至1年 768 1,027

1年以上 1,824 2,612
  

576,477 438,401

減：減值撥備 (1,975) (2,936)
  

應收貿易及票據款項－淨額 574,502 435,465
  

9. 應付貿易及票據款項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款項 152,850 243,267

應付票據款項 656,254 267,335
  

809,104 510,60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包括於應付貿易款項內為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人民幣
2,995,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010,000元）。

應付貿易及票據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日至90日 592,911 326,513

91日至180日 211,573 180,288

181日至1年 3,247 1,324

1年以上 1,373 2,477
  

809,104 510,602
  



– 13 –

10. 衍生金融工具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率掉期合約 323 305
  

非對沖衍生工具分類為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結算利率掉期合約之名義本金額為人民幣24,447,000元（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0,727,000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固定利率為1.86%（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6%），而浮
動息率乃參考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倫敦銀行同業拆息」）計算。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綜覽

我們欣然向股東報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在
回顧期內，主要由於中國內銷市場需求持續旺盛，本集團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
上升44.4%至人民幣 24.73億元。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上升 443.9%至
人民幣3.05億元，扣除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後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446.8%
至人民幣2.65億元。半年度之每股盈利較去年同期人民幣0.063元上升 446.0%至
人民幣0.344元。

行業回顧

雖然中國國內市場持續增長，但廠商於投資擴充產能時仍然審慎，導致自二零
零九年底起紗線市場已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

根據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提供的資料，於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五月，中國紡織企業
累計工業總產值為人民幣16,865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6.55%。中國海關總署的
統計顯示，二零一零年一月至六月紡織及成衣產品累計出口 889億美元，較二
零零九年同期增長22%。中國紡織行業在二零一零年一月至六月新增投資人民
幣930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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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為人民幣24.73億元，較
去年同期上升44.4%。營業額包括紗線、坯布及面料的銷售。紗線繼續為本集團
的重點產品，營業額達到人民幣19.52億元，佔集團總營業額的78.9%，與去年同
期比較，銷量增加23.3%至90,000噸，主要由於產品組合中牛仔紗的比例上升。
本集團持續主攻中國的棉包芯紗線及牛仔紗線市場，在擴大規模的同時也針
對差異化高附加值紗線產品市場的開拓。坯布的營業額為人民幣4.51億元，佔
集團總營業額的 18.3%。隨著坯布業務的重組成功，銷量與去年同期比較增加
11.9%至4,700萬米。我們產品的經營數據如下：

二零一零年
一月至六月 毛利率

二零零九年
一月至六月 毛利率

二零一零年
營業額對比
二零零九年

之轉變

二零一零年
毛利率對比
二零零九年

之轉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彈力包芯紗線 1,290,201 22.6% 907,904 13.7% 42.1% 8.9%
其他紗線 661,745 19.4% 420,278 10.6% 57.5% 8.8%
彈力坯布 348,824 9.3% 223,064 8.6% 56.4% 0.7%
其他坯布 102,596 9.9% 113,139 2.6% -9.3% 7.3%
面料 70,077 15.8% 48,269 17.3% 45.2% -1.5%

      

總營業額 2,473,443 19.2% 1,712,654 11.6% 44.4% 7.6%
      

本集團產品的整體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11.6%上升至19.2%。紗線毛利率上升是
主要關鍵。中國市場對紗線的需求殷切，導致紗線銷售價格的上漲比主要原料
成本的升幅還大，加上在二零一零年年初適當增加棉花庫存，把紗線的毛利率
推向近年的高位。

在差異化產品的開發上，我們繼續嘗試生產更多不同纖維的混紡紗線以及氨
綸以外的包芯紗產品，並取得滿意的成績。我們與蘭精纖維（上海）有限公司保
持著緊密合作的關係，本集團在紗線生產方面應用他們提供的 cellulose-based 
Tencel®及Modal®纖維上更上一層樓，其產量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本集團位於
常州的研發中心也不斷因應市場需求開發及改良產品，保持在業界中的領先
地位，主攻在不同產品領域上最優質的客戶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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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是紡織行業豐收的時期，管理層對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審慎
樂觀，相信本集團的重點產品需求將持續穩步上升。為抓住市場機遇，徐州天
虹時代紡織有限公司的二期 70,000紗錠項目在今年七月份已全面投產。此外，
於越南的第三期190,000紗錠項目已開始動工，預計明年第一季度投產。新項目
不但鞏固本集團在中國棉包芯紗線市場的領導地位，更為集團進軍中國牛仔
紗線市場打造堅實的保障。除了新的產能建設，集團也透過更換新設備以提升
生產差異化產品的能力、提高產品品質及生產效率，同時減低了招聘的壓力。

展望未來，管理層將繼續透過有序的產能擴充、改良現有產品結構及開發迎合
市場需要的新產品，秉持「專業化、精益化、國際化」的營運策略，力求在業界
始終保持最具競爭力及領先地位。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現金結餘（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為
人民幣491,381,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07,902,000元）。

本集團的存貨和應收貿易及票據款項分別增加人民幣 269,560,000元及人民幣
139,037,000元至人民幣984,215,000元及人民幣574,502,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714,655,000元及人民幣435,465,000元）。存貨周轉日數及應收貿
易款項周轉日數分別為76日及37日，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分別為74
日和40日。期內存貨周轉日較去年上升，原因是本集團策略性增加棉花庫存以
減輕原材料價格不斷上升對成本造成的壓力。應收貿易及票據款項的餘額雖
然增加，但實際上周轉日數縮短，因期內的營業額大幅上漲44.4%。

本集團之銀行借貸大致維持不變，僅輕微增加人民幣 31,379,000元至人民幣
1,015,833,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84,45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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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所公佈，根據由 (其中包括 )本公司 (作為借
款人 )及由銀行及金融機構組成之銀團 (作為貸款人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
日訂立之協議 (「信貸協議」)，貸款人同意授出信貸融資 (「信貸融資」)，本金額
高達43,000,000美元，以為本集團現有債項再融資。信貸融資為期三年，為無抵
押。信貸協議載有一般交叉違約條文，以及另一項有關洪天祝先生須繼續為本
公司董事會主席兼本公司最大單一股東之規定。違反有關規定將構成信貸協議
之違約事項，並因此信貸融資須即時宣佈為到期及償還。發生有關情況可能導
致觸發本集團其他銀行╱信貸融資額度之交叉違約條文，並因此，該等其他信
貸額度亦可能即時宣佈為到期及償還。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遵守信貸協議。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財務比率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流動比率 1.42 1.11
負債權益比率 1 0.59 0.66
負債淨額權益比率 2 0.30 0.39

1 總借貸除總權益

2 總借貸減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及已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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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美元計值，其中大部份銷售收入以人民幣計值。外匯風險為來自於未來海外
營運中的商業貿易、已確認資產及負債以及投資淨額。本集團進行定期檢討及
監察其外匯風險以管理其外匯風險。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涉及任何外匯對
沖活動。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154,325,000
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2,714,000元），包括就越南及
中國生產廠房添置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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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491,400,000元之銀行存
款、土地使用權以及樓宇、機器及設備已作抵押，以為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及購
買固定資產取得銀行融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65,900,000
元）。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合共13,737名，比去年底增加了1%（於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596名），其中 10,830名駐於上海地區總部及本集
團在中國大陸的廠房。其餘2,907名駐於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包括越南、香港及
澳門）。本集團仍會不斷優化人力架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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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擬維持長遠派息率，務求為股東帶來合理的回報。董事會議決就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名列本公司於香港之
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每股 11港仙之中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日至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
息（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或前後派付），股東須確保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
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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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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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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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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嚴格程度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證券交易規定準則的行為守則，經
本公司特別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在報告期內已遵守《標準守則》內所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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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丁良輝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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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所
採納的職權及職責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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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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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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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會已採納與《守則條文》一致之職權及職責。薪酬委員會主要負責擬訂本集團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所有酬金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

承董事會命
天虹紡織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洪天祝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洪天祝先生、朱永祥先生、湯道平先生及龔照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程隆棣先生、丁良輝先生及朱蘭芬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