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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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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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Weiqiao Textile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98）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 收入較去年同期上升約�0.�%，約為人民幣�,�0�,000,000元。

‧ 毛利較去年同期上升約���.�%，約為人民幣�,0�0,000,000元。

‧ 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較去年同期上升約��.0%，約為人民幣���,000,000元。

‧ 繼續穩固和拓展銷售網絡，以保持較高的市場佔有率。
 
‧ 繼續積極進行技術改造，加強自主研發，生產高品質的產品。

‧ 繼續嚴控生產成本和優化產品結構，不斷增強本集團的核心競爭力。

‧ 繼續保持在中國棉紡織行業的領導地位，按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出口金額計，本集
團位居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企業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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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止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 8,303,867  �,���,���
銷售成本  (7,263,612 ) (�,���,��� )    

毛利  1,040,255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223,992  ���,���
銷售及分銷成本  (135,272 ) (���,��� )
行政開支  (102,326 ) (��,��� )
其他開支  (52,824 ) (��,��� )
財務成本 � (240,084 ) (���,��� )    

稅前利潤 � 733,741  ���,�0�

所得稅開支 � (188,040 ) (���,��� )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545,701  ���,��0    

應佔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544,513  ���,���
 非控制權益  1,188  (�,��� )    

  545,701  ���,��0    

股利 �0 無  無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盈利
 基本－期內利潤 � 人民幣0.46元  人民幣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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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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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781,453  ��,�0�,��� 
 投資物業  80,870  ���,��� 
 預付土地租賃款  119,186  ��0,��� 
 無形資產  4,206  �,�0� 
 遞延稅項資產 �� 194,047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179,762  ��,���,00�     

流動資產
 存貨  2,984,102  �,��0,��0 
 應收貿易賬款 �� 1,039,760  ���,���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 �� 52,975  ��,��� 
 預付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18,501  ���,��0 
 已抵押定期存款  189,966  ���,��0 
 存款期為超過三個月的未作抵押定期存款  1,668,922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190,009  �,���,��0     

流動資產總值  10,244,235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 1,935,691  �,�00,��� 
 應付票據 �� 660,000  ���,�00 
 應付關聯方款 �� 5,676  �,���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款項 �� 1,079,297  ���,���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 4,048,591  �,���,��� 
 應付稅項  577,397  ���,0�� 
 遞延收入  8,921  �,���     

流動負債總值  8,315,573  �,���,���     

流動資產淨值  1,928,662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108,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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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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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 4,542,753  �,���,��� 
 遞延收入  125,291  ���,��� 
 遞延稅項負債 �� 5,632  �,���     

非流動負債總值  4,673,676  �,���,���     

資產淨值  14,434,748  ��,���,0�0     

權益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 1,194,389  �,���,��� 
 儲備 �0 13,145,358  ��,�00,��� 
 建議末期股利 �0 –  ���,��0     

  14,339,747  ��,0��,��� 

非控制權益  95,001  ��,���     

權益總值  14,434,74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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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法定盈餘    建議
 已發行股本  資本儲備  公積金  保留利潤  末期股息  合計  非控制權益  權益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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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  �,���,��0  �,0��,���  �,��0,���  ���,�00  ��,���,0��  ��,���  ��,���,�0�
宣派二零零八年末期股利 –  –  –  –  (���,�00 ) (���,�00 ) –  (���,�00 )
已付非控制股東股利 –  –  –  –  –  –  (�0� ) (�0� )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 ���,��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  �,���,��0 (i) �,0��,��� (i) �,���,0�0 (i) –  ��,���,�0�  ��,���  ��,���,���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法定盈餘    建議
 已發行股本  資本儲備  公積金  保留利潤  末期股息  合計  非控制權益  權益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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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1,194,389  6,673,380  1,129,107  4,798,358  278,890  14,074,124  93,966  14,168,090
宣派二零零九年末期股利 –  –  –  –  (278,890 ) (278,890 ) –  (278,890 )
已付非控制股東股利 –  –  –  –  –  –  (153 ) (153 )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544,513  –  544,513  1,188  545,701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194,389  6,673,380 (i) 1,129,107 (i) 5,342,871 (i) –  14,339,747  95,001  14,434,748               

(i)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內，該等儲備
賬目分別構成綜合儲備人民幣��,���,���,000元及人民幣��,���,���,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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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止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1,592,244  ���,��0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380,336 ) (��0,��� )    

融資活動前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211,908  (���,��� )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285,429 ) (���,���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926,479  (���,��� )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264,210  �,���,��� 
匯率變動的影響，淨額  (680 ) (�,0�� )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190,009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3,583,759  �,���,��� 
 存款期少於三個月的未作抵押定期存款  606,250  �0,000     

  4,190,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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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 公司資料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山東省鄒平
縣魏橋鎮齊東路��號。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棉紗、坯布及牛仔布的生產及銷售予中國及海
外市場。

董事認為，本集團的直接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分別為山東魏橋創業集團有限公司（「集
團公司」）及鄒平供銷投資有限公司（「鄒平投資」），兩家公司均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在下列子公司及合資公司擁有直接權益：

    本公司直接
 註冊成立╱登記  實繳資本╱ 應佔的股本
公司名稱 及營業地點及日期 法律性質 註冊資本 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

子公司

威海魏橋紡織有限公司 中國威海 有限責任公司 人民幣 ��.� 生產及銷售棉紗
 （「威海魏橋」）  二零零一年  ���,000,000元
  七月二十五日

濱州魏橋科技工業園 中國濱州 有限責任公司 人民幣 ��.� 生產及銷售棉紗
 有限公司  二零零一年  �00,000,000元   及坯布
 （「濱州工業園」）  十一月二十六日
 
山東魏橋棉業有限公司 中國鄒平 有限責任公司 人民幣 �� 採購、加工及銷售
  二零零三年  �,000,000元   原棉、棉籽及皮棉
  九月三十日

威海魏橋科技工業園 中國威海 有限責任公司 人民幣 �00 生產及銷售棉紗
 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  ��0,000,000元   及坯布
 （「威海工業園」）  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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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直接
 註冊成立╱登記  實繳資本╱ 應佔的股本
公司名稱 及營業地點及日期 法律性質 註冊資本 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

合資企業

山東魯藤紡織有限公司 中國鄒平 有限責任公司 �,��0,000美元 �� 生產及銷售氨綸包
 （「魯藤紡織」）  二零零二年     芯紗及相關產品
  九月十二日    

山東濱藤紡織有限公司 中國鄒平 有限責任公司 ��,��0,00美元 �� 生產及銷售緊密紗
 （「濱藤紡織」）  二零零四年     及相關產品
  三月十二日

自本集團的合資企業魯藤紡織及濱藤紡織分別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二日及二零零四年三月
十二日註冊成立起，本公司對彼等擁有單方面控制權。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而編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須的一切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於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準則、修
訂及詮釋（合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詳情載列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對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以股份支付－集團以現金
  結算的股份支付交易」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合資格對沖項目」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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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所有者分配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持作待售的非流動資產
 （包括在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的  及已終止業務－出售於子公司的控制權益的計劃」
 「香港財務報告的改進」）  的修訂
香港詮釋第�號（於二零零九年 「租約－釐定香港土地租約的租期」
 十二月修訂）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的「對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載有
對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除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對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外，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已採納所有修訂。採納該
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影響本集團的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

本集團未有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惟尚未生效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
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適用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開始的期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關連方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呈列－供股分類」的修訂 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修訂本）－對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預付最低資金要求」的修訂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金融負債與權益工具的區分」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除上文所述外，香港會計師公會亦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對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的改進」*，其中載有因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年度改進項目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作出必要
但非急切的修訂，而對數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的修訂。雖然實體獲准提前採用該等修
訂，但是除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
修訂外，該等修訂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對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包括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的修訂。

3. 會計估計的變動

經考慮實際狀況後，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四月起將發電廠所用若干樓宇的可使用年期由�0
年改為�0年。更改此項會計估計的影響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採用未來適用法確認。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期間的稅前利潤因上述會計估計的變動而減少人民幣��,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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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只經營一類業務，即製造及銷售棉紗、坯布及牛仔布。本集團主要在四個地區經營
業務，即中國內地、香港、東亞地區（主要包括日本及韓國）及其他。本集團所有資產均位
於中國內地。

按本集團經營地區劃分的地區資料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向本集團以外
 客戶銷售
 的收入  銷售成本  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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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內地 4,980,496  4,365,977  614,519
香港 1,046,566  905,828  140,738
東亞地區 904,802  803,249  101,553
其他 1,372,003  1,188,558  183,445     

 8,303,867  7,263,612  1,040,255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向本集團以外
 客戶銷售
 的收入  銷售成本  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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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內地 �,���,���  �,0��,���  �0�,���
香港 ���,��0  ��0,0�0  ��,0�0
東亞地區 ���,�0�  ���,�0�  ��,���
其他 ���,0��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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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為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已售貨物的發票價值，減貿易折扣及退貨，及已扣除銷售稅
及集團間相互交易。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止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紡織品銷售 8,303,867  �,���,���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27,522  ��,��0 
就供應次級貨物而從供應商獲得的補償 11,437  ��,��� 
僱員罰款收入 3,402  �,��� 
確認遞延收入 4,716  �,��0 
廠房及設備租賃收入 1,283  �,�00 
一次性政府撥款 7,739  �,��� 
其他 3,708  –    

 59,807  ��,���    

收益
銷售電力及蒸汽 1,315,987  �,���,0�� 
減：所產生之成本 (1,161,730 ) (�,0��,��� )   

銷售電力及蒸汽的收益 154,257  ���,��� 
銷售廢料及備件的收益 6,747  �,00� 
匯兌差額，淨額 3,181  – 
公允值收益，淨額：
 不符合套期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 –  �,���    

 164,185  �0�,0�0    

 223,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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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前利潤

本集團的稅前利潤已扣除╱（計入）：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止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貨物成本 7,254,437  �,���,���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及監事酬金）：
 工資、薪金及社會保障成本 1,120,945  ���,��� 
 養老金計劃供款 51,649  ��,���    

 1,172,594  ���,��� 
   

折舊（附註��） 641,934  ���,��� 
確認預付土地租賃款 1,407  �,�0�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 18,080  (�� )
攤銷無形資產 679  �00 
核數師酬金 1,850  �,��0 
董事及監事酬金 2,007  �,�0� 
匯兌差額，淨額 (3,181 ) �,��� 
存貨撥備撥回 (6,100 ) (�,�00 )
經營租賃項下的最低租賃付款：
 土地及樓宇 12,919  ��,��� 
   

7.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的分析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止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的利息 239,865  ���,���
融資租約利息 219  ���   

並非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的利息開支總額 240,084  ���,0�0

其他財務成本：
 長期應付第三方款項貼現金額的增加 –  ��,���   

 240,0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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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利潤，因此
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無）。其他地區的應
課稅溢利須繳納的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的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止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間－中國內地 208,599  ���,���
遞延（附註��） (20,559 ) (��,��� )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188,040  ���,���
   

按本公司、本公司子公司及合營企業所在地的法定稅率計算適用於稅前利潤的稅項開支與
按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的調節，以及適用稅率（即法定稅率）與實際稅率的調節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止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稅前利潤 733,741    ���,�0�
     

按中國法定稅率計算 183,435  25.0  ���,0�0  ��.0
不可扣稅開支 4,641  0.6  �,���  �.�
其他 (36 ) –  –  –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 188,040  25.6  ���,���  ��.�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本集團內的公司須按彼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認會計原則（「中國會
計準則」）編製的法定賬目所申報的應課稅收入，按��%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9.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淨利潤以及期內已發行�,���,���,000
股普通股計算。

本集團於以上期間並無已發行的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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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利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批准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末期股利。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建議不向股東派付中期股利（截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無）。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購入樓宇、機器和設備、汽車以及
在建工程，總成本約為人民幣���,00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
民幣�0,000,000元），出售總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00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00,000元）的樓宇、機器和設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折舊開支約為人民幣���,000,000元（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000,000元）。

12. 應收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034,809  ��0,��� 
三個月至六個月 2,500  ��0 
六個月至一年 1,968  ��� 
一年至兩年 351  �� 
兩至三年 132  –    

 1,039,760  ���,��� 
   

除對長期客戶會延長賬期外，本集團向其客戶提供的賒賬期一般不會超過��日。本集團會
密切監控逾期應收貿易賬款。高層管理人員會定期審閱逾期應收貿易賬款。鑒於上述情況
以及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與眾多分散的客戶有關的事實，故並無信貸風險過份集中的情
況。應收貿易賬款並無計息。

13. 應收╱付直接控股公司╱關聯方款

與直接控股公司及關聯方之間的結餘均為無抵押、免息且有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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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根據與原材料及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相關的主要
風險及回報已轉移至本集團當日計算）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717,903  �,���,���
三個月至六個月 124,718  ��,��0
六個月至一年 12,133  �,���
一年以上 80,937  ��,���   

 1,935,691  �,�00,���
   

應付貿易賬款為無息款項且大部分餘額須於六個月內支付。

15. 應付票據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560,000  ��0,000
三個月至六個月 100,000  ���,�00   

 660,000  ���,�0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以濱州工業園為受益人的應付票據價值人民幣
�00,000,000元由本公司簽發，並由濱州工業園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前貼現予銀行（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0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以本公司為受益人的應付票據價值人民幣
��0,000,000元由威海工業園簽發，並由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前貼現予銀行（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0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應付票據乃由濱州工業園以本公司為受益人簽發，並
由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前貼現予銀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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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薪酬 231,345  ��0,��� 
應付其他稅項 84,570  ��,��0 
應計款項 21,917  ��,�0� 
其他應付款 741,465  ���,��0    

 1,079,297  ���,��� 
   

其他應付款並無附有利息。

17.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以下載列有關本集團銀行貸款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抵押權益及銀行擔保：

(i)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除若干總額為���,000,000美元（相等於約人民幣
�,���,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0,000美元，相等於約人
民幣�,���,000,000元）的銀行貸款外及若干總額為�,�00,000歐元（相等於約人民幣
��,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的銀行貸款外，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
均以人民幣計值。

(ii) 本集團為數約人民幣�,0�0,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0,000,000元）的若干銀行貸款已由本集團若干樓宇、機器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
（預付土地租賃款）作出抵押，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該些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
�,���,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0元）。

(iii)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威海民航實業有限公司（為威海魏橋的少數股東）為威海魏
橋約達人民幣��,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元）的銀行
貸款提供擔保。

(iv)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為威海工業園及威海魏橋約達人民幣�0�,000,000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元）的銀行貸款提供擔保。

(v)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數達人民幣���,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0,000,000元）的若干銀行貸款已由濱州工業園應收本公司的若干貿
易賬款人民幣�0�,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元）作出
抵押，該等應收本公司的貿易賬款已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中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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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為人民幣��,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000,000元）的若干銀行貸款已由威海魏橋和濱州工業園價值約為人民幣
��,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0元）的若干提單作出抵
押。

18. 遞延稅項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之變動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止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遞延稅項資產

於一月一日 173,328  ���,00�
於期內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計入 20,719  ��,���   

於六月三十日 194,047  ���,���
   

遞延稅項負債

於一月一日 5,472  �0,���
於期內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計入） 160  (�,0�� )   

於六月三十日 5,632  �,���
   

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計入，淨額（附註�） 20,5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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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遞延稅項之主要部分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遞延稅項資產

可抵扣稅項虧損 76,995  ��,��� 
存貨撥備 18,639  �0,���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1,968  �,��� 
物業及投資物業減值 5,725  ��,��� 
已確認為遞延收入之政府撥款 33,553  ��,��� 
已收取但未確認為遞延收入之政府撥款 13,685  �,��0 
固定資產的利息資本化（扣除相關折舊） (6,065 ) (�,��� )
稅法和會計確認的不同固定資產
 殘值率而導致的折舊差異 8,700  �,�0� 
已計提但尚未支付的工會基金 4,631  – 
出售固定資產的虧損 36,216  –    

 194,047  ���,��� 
   

遞延稅項負債

固定資產的利息資本化（扣除相關折舊） 5,077  �,��� 
集團間銷售產生的未實現虧損 555  ���    

 5,632  �,��� 
   

本期間並無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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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股份股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份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註冊、已發行及繳足：
 ��0,��0,000股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00股）
  每股人民幣�.00元的內資股 780,770  ��0,��0 
 ���,���,000股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股）
  每股人民幣�.00元的H股 413,619  ���,���    

 1,194,389  �,���,��� 
   

本公司並無任何購股權計劃。

20. 可供分派儲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中國公司法，按中國會計準則計算的本公司資本儲備約為
人民幣�,���,000,000元，而本公司的法定盈餘公積金約為人民幣�,0��,000,000元，可通過
將來進行資本化發行的方式作出分派。此外，本公司的保留利潤約為人民幣�,���,000,000
元，可供作為股利分派。除上述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可供分派
予其股東的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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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為鄒平投資下一家較大集團的一部分，並與鄒平投資的成員公司有廣泛交易及緊密
關係。因此，該等交易的條款可能與全無關聯方的交易條款不相同。關聯方指鄒平投資為
其股東，及鄒平投資可對其行使控制權或重大影響的實體。該等交易按交易雙方協議的條
款進行。

於本期內，本集團與下列關聯方有以下重大交易：

(a) 關聯方交易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止六個月期間
關聯方名稱 與本公司的關係 交易性質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集團公司 直接控股公司  土地使用權及物業 11,990 ��,0��
   租賃費開支
  銷售棉紗 22,151 ���,���
  供應電力收入 617,460 ���,���
  物業租賃收入 1,208 �,�00

威海西郊熱電 集團公司屬下 土地使用權租賃費開支 – ��0
 有限公司  子公司*

山東魏聯印染 集團公司屬下 銷售坯布 165,088 ���,���
 有限公司  子公司

山東魏橋恒富針織 集團公司屬下 銷售棉紗 – ��,���
 印染有限公司  子公司 銷售坯布 155 –

山東慧濱棉紡漂染 關鍵管理人員 銷售棉紗 4,407 �,���
 有限公司  控制的公司**

山東魏橋宏源 集團公司屬下 銷售坯布 3,347 �,��0
 家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山東魏橋特寬幅 集團公司屬下 銷售坯布 56,512 ��,���
 印染有限公司  子公司

山東魏橋服裝 集團公司屬下 銷售牛仔布 43,983 ���
 有限公司  子公司 銷售坯布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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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止六個月期間
關聯方名稱 與本公司的關係 交易性質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山東魏橋創杰服裝 集團公司屬下 銷售坯布 – ��
 有限公司  子公司

山東魏橋嘉嘉家紡 集團公司屬下 銷售坯布 28,060 �,�0�
 有限公司  子公司*

* 這兩家公司由集團公司全資擁有。

** 該公司前稱為山東魏橋漂染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其股東變更後成為關
聯方。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集團公司出售其股本權益予第三方前，山東魏橋漂染
有限公司曾一直為關聯方（作為集團公司的聯營公司）。

(b) 列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的關聯方的未償還結餘

 應收關聯方款項 應付關聯方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集團公司 52,975  ��,���  –  –
集團公司屬下子公司 –  –  5,676  �,���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2,219  �,���
僱員退休福利 15  �   

付予主要管理人員薪酬總額 2,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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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本承諾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主要用作購買機器及股本投資的資本承諾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285,901  �0�,�0�
   

本集團就購買機器發出信用證約達人民幣���,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000,000元），亦計入附註��或然負債內。

23. 經營租賃安排

(a)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出租其投資物業，租期經磋商釐定為三年。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與租戶訂立的不可撤回經營租約，於到期應收取的未來最低
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1,332  �,��� 
第二至三年（包括首尾兩年） 5,977  ���    

 7,3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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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為承租人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回經營租約就土地及樓宇應付的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
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24,926  ��,�0� 
第二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97,956  �0�,0�0 
五年後 253,472  ���,���    

 376,354  �0�,��� 
   

24.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出信用證 424,331  ���,�0�
   

所發出約人民幣���,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元）的若干
信用證用作購買機器，亦計入附註��資本承諾內。

25. 批准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董事會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批准及授權刊發此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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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

本人謹此代表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魏橋紡織」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提呈本公
司連同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或「回顧期
內」）之未經審核的綜合中期業績。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勢頭。中國政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
適時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刺激經濟措施以擴大內需，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
變和結構調整，國民經濟總體保持良好態勢。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二零
一零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約為人民幣���,��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約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在中國政府擴大內需政策的支
持下，內銷市場表現向好，成為促進中國紡織行業繼續回暖的重要支撐。根據中國紡織
工業協會統計中心發佈的數據，二零一零年一至五月，中國衣著類商品零售額同比增長
約��.�%，高於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約�.�個百分點。同期，中國規模以上紡織
企業累計實現內銷產值約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約��.�%，而內銷產值占比也較上
年同期提升約�.�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中國紡織品對外貿易亦恢復較快。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二零一
零年上半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約��,���億美元，同比增長約��.�%。其中，出口約�,0��
億美元，同比增長約��.�%。根據中國海關發佈的數據，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在需求回
升、價格上漲的推動下，中國紡織品服裝累計出口約���億美元，同比增長約��.0%。

魏橋紡織憑藉有效的經營策略及穩固的行業領導地位，採取各種措施加強內部管理，以
提升執行策略的效率，確保能對市場轉變做出迅速的反應。期內，在全體員工的努力
下，本集團實現了經營業績的穩步提升。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的收入約為人民幣�,�0�,0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上升約�0.�%。公司股東應占淨利
潤約為人民幣���,000,000元，較上年同期上升約��.0%；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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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二零一零年下半年中國紡織行業仍面臨一系列不確定因素。二零一零年下半
年，隨著中國經濟的回暖，人民幣可能會重啟升值之路；此外，棉花價格的持續上漲、
勞動力成本及能源動力成本的不斷增加，使得中國紡織企業的利潤空間可能被進一步壓
縮；貿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行業未來的增長速度。二零一零年八月五日中國工
業和信息化部公佈了二零一零年印染淘汰落後產能企業名單，要求確保列入名單企業的
落後產能在二零一零年九月底前關停。這一點可能給中國印染企業帶來明顯壓力。但
是，中國紡織行業的發展也有很多有利的方面。在內需市場穩定增長的同時，國外經濟
環境逐步好轉，需求逐漸回升；中國繼續調結構促轉型，推動行業產業升級，給中國紡
織行業帶來機遇。

本公司董事相信應對各種市場挑戰的關鍵，在於把握國內外巿場的機會，以進一步拓展
國內外市場份額。本集團將繼續加快產業升級，提高運營效率，從產品技術創新、品牌
經營等方面尋求突破，繼續提升生產技術水準、生產符合國際高標準要求的產品。在海
外市場方面，本集團將繼續以規模效益及產品結構優化的優勢，擴大業務的地域覆蓋範
圍，保持本集團海外市場的佔有率。本公司董事相信，隨著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抵禦風
險的能力持續改善，本集團作為全球紡織業的領先地位將進一步得到鞏固。

管理層的遠見及各員工的努力將使本集團能夠最大化地達致目標。本人謹藉向各位股
東、投資者及業務夥伴之信任及支持致以衷心感謝；同時感謝董事會成員、管理團隊及
員工努力不懈地為本集團作出貢獻。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回顧

期內，在國際市場逐漸好轉、內銷市場持續興旺以及上年同期基數較低等因素的綜合影
響下，中國紡織行業繼續呈現同比回升態勢。

回顧期內，國內銷售市場是中國紡織行業繼續回暖的重要支撐。根據中國紡織工業協會
統計中心發佈的數字，二零一零年一至五月，中國規模以上紡織企業內銷同比增長約
��.�%，行業內銷比重也由去年同期的約�0.0%提高到了約��.�%。與此同時，中國紡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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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口較去年同期有明顯好轉。根據中國海關發佈的數據，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中國紡
織品服裝累計出口約���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0%，與二零零九年同期的增幅
約-�0.�%相比，增加約��.�個百分點。

從主要出口市場分析，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中國對歐盟、美國和日本分別出口紡織品服
裝約���億美元、���億美元和��億美元，分別上升約��.�%、��.�%及�.�%。上述三者合
計約佔同期中國紡織服裝出口總值的��.0%。同期，中國對香港、東南亞和非洲市場分別
出口紡織服裝約��億美元、��億美元和��億美元，分別上升約�0.�%、��.�%和�0.�%。
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金額在需求回升、價格上漲的推動下呈現高速增長的勢頭。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中國國內棉花價格較去年同期大幅攀升。中國國家棉花價格A指數
平均為每噸人民幣��,���元，較去年同期上漲約��.�%；而國際市場Cotlook A指數平均價
格約每磅��.��美分，同比上漲約��.�%。國內外棉花價格總體攀升�0%以上。截至�0�0
年�月��日，中國國家棉花價格A指數平均每噸約為人民幣��,���元，最高每噸約為人民
幣��,���元；國際市場Cotlook A指數平均價格為約每磅��.��美分，最高每磅約為��.��美
分。棉花價格的大幅上漲，給中國棉紡織企業控制生產成本帶來壓力。

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國際市場逐漸復蘇，國內市場穩定增長，中國紡織行業整體回升向好。本集
團不斷致力鞏固業務發展，包括加強內部管理及控制成本，優化資源配置及根據市場需
求調整產品組合，憑借本集團穩定的客戶群，本集團繼續保持强大的市場佔有率，取得
了理想的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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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及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如下：

人民幣 
百萬元

�0000

�000

�000

�000

�000

0

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收入

�0.�%

人民幣 
百萬元

�00

�00

�00

�00

0

•

•

•

•

•

•

�,��0

�,�0�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0%

���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

•

•

•

•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0�,000,000元，較二零
零九年同期增加約�0.�%。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約為人民幣���,000,000元，較二零零九
年同期增加約��.0%。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全球經濟復蘇，國內外紡織市場需求增加，本
集團訂單增加；同時受原料價格推動及市埸需求增加等因素影響，紡織產品價格上漲。
本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的增加主要得益於本集團主營紡織產品的價格漲幅高於原料價格
上漲幅度。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銷售電力及蒸汽收入約為人民幣
�,���,000,000元，產生的毛利約人民幣���,000,000元。電力及蒸汽收入較去年同期下降
約��.�%，主要是由於本集團自用電增加，導致對外銷售的剩餘電量減少。電力及蒸汽毛
利同比下降約��.�%，主要是由於主要原材料煤炭價格上漲導致電力成本上升，同時自用
電增加，電力銷售減少。

下圖列示了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零年同期，按產品種類劃分之
收入比較：

 
以產品種類劃分之收入比例

附註：其他包括棉籽及其它副產品。

坯布
人民幣�,���,000,000元 
��.�%

牛仔布
人民幣��0,000,000元
�.�%

棉紗
人民幣�,���,000,000元
��.�%

其他（附註）
人民幣�,000,000元
0.�%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

坯布
人民幣�,���,000,000元 
��.�%

牛仔布
人民幣�0�,000,000元
�.�%

棉紗
人民幣�,��0,000,000元 
��.�%

其他（附註）
人民幣�,000,000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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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坯布收入佔比較去年同期上升，主要是由於在本
集團三類產品單價皆上漲的情況下，坯布銷售量增加；牛仔布佔比較去年同期下降，主
要因為本集團淘汰了魏橋生產基地的部分落後牛仔布生產設備，牛仔布產量減少。

下圖列出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零年同期，按地區劃分之收入比
較：

以地區劃分之收入比例

附註�：東亞地區包括日本和韓國；

附註�：其他主要包括東南亞、美國及歐洲。

中國內地
人民幣�,��0,000,000元
�0.0%

香港
人民幣�,0��,000,000元
��.�%

東亞地區（附註�）
人民幣�0�,000,000元
�0.�%

其他（附註�）
人民幣�,���,000,000元
��.�%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中國內地
人民幣�,���,000,000元
��.0%

香港
人民幣���,000,000元
��.�%

東亞地區（附註�）
人民幣���,000,000元
�.�%

其他（附註�）
人民幣���,000,000元
��.�%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口各地區的收入佔比較去年同期上升，
主要因為國外紡織市場復蘇，本集團出口訂單增加。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棉紗、坯布和牛仔布的產量分別約為���,000噸、���,000,000
米和��,000,000米，棉紗、坯布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約��.�%及��.�%，主要是因為紡織
品市場需求旺盛，本集團訂單增加，為迅速回應客戶訂單，準時且大量交付高品質產
品，本集團通過提高設備效率，增加了部分產量；另一方面，本集團加強內部管理和員
工培訓，提高人均效率，從而產量也相應增加。牛仔布產量減少主要是因為本集團淘汰
了魏橋生產基地的部分落後牛仔布生產設備。

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積極擴大市場份額，鞏固客戶基礎。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國內客戶達�,�00名，海外客戶則逾��0名，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約�.�%及�.�%，因
此本集團的銷售網絡和客戶基礎得以不斷鞏固和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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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棉紡織生產商之一，本集團將繼續通過生產更多高附加值的中高檔
產品、完善內部管理、加強成本控制、加快技術改造、提高產品品質及營運效率，積極
擴大市場份額。憑藉良好的品牌形象、健康營運的優勢，以及穩健的財政實力，本集團
有信心保持作為國際採購客戶在中國乃至全球的首選供應商的地位。

財務回顧

毛利和毛利率

下表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零年同期本集團主要產品種類的毛
利及毛利率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產品種類       
棉紗 609,987  15.7  ���,���  �.0
坯布 345,955  9.0  ���,���  �.�
牛仔布 83,997  15.0  ��,0��  ��.�
其他 316  12.3  ���  �.�       

總計 1,040,255  12.5  ���,���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上升至��.�%，主要原
因是受國內外紡織市場整體向好的形勢影響，本集團主營紡織產品的價格漲幅高於原料
價格上漲幅度。相對於三類產品的單獨毛利率，本集團更看重產品的綜合毛利率，未來
本集團也將根據市場情況，以綜合效益最大化為目標組合發展。

銷售及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000,000
元，較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000,000元增加約�.�%。其中運輸成本由去年同期的約人
民幣�0�,000,000元增加約�.0%至約人民幣�0�,000,000元，主要由於期內本集團銷售量增
加，運費略有增加；銷售佣金約人民幣��,000,000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000,000元
增加約��.�%，主要是隨著本集團出口收入的增加，佣金相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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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0�,000,000元，較
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000,000元增加約�.�%，主要是由於上半年，本集團上調員工工
資，行政及管理人員工資支出相應增加。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0,000,000元，較去年同期
之約人民幣���,000,000元減少約��.0%。主要是因為銀行貸款利率下調，本集團相應的
利息支出減少。

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為人民幣�,��0,000,000元，
相比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人民幣�,���,000,000元增加約
��.�%。主要是由於隨著本集團收入的增加，經營現金流入增加。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約為人民幣
�,���,000,000元，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約為人民幣��0,000,000元，融資活動現金流出
淨額約為人民幣���,000,000元，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約人民幣���,000,000元。本
集團主要以經營所得現金流入滿足營運資金的需求。本公司董事相信，本集團有充足流
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滿足業務所需，將繼續保持良好穩健的財務狀況。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平均應收賬款周轉日為��日，比二零零
九年同期的��日有所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出口收入增加，而出口收入大部份以信用
證結算，到賬期長所致。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存貨周轉日為��日，比二零零九年同期
的�0�日有所減少，主要是由於國內外紡織品市埸需求不斷增加，本集團產成品庫存減少
所致。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使用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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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及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約為人民幣
���,000,000元，較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000,000元增加約��.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元。

資本架構

本集團資本管理的主要目標為確保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及保持良好的資本率。本集團持
續重視股本和負債組合，確保最佳的資本架構以減低資本成本。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的負債主要是銀行借款，合共約人民幣�,���,000,000元。本集團有現金及
現金等值物約人民幣�,��0,000,000元。資本負債比率約為�0.�%（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約
��.�%）（負債總額（包括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的附息銀行借款）除以淨資產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倘未償還銀行借款詳情詳述於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附註��。本集團通過使用定息與浮息債務組合來管理利息成本。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銀行借款的約��.�%為固定息率計算；餘下約��.�%為按浮動息率計算。

本集團透過銀行借款在資金的持續性與靈活性之間保持平衡，在任何十二個月的期間
內，到期借款不超過貸款總額的�0%。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的債務
將於一年內到期。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借款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歐元計算，其中美元借
款佔總借款約��.�%；歐元借款約佔總借款的0.�%，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主要以人民幣持
有，以美元計算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佔總額的�.�%。

本集團已抵押資產的詳情

詳情載於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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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0�,000名員工，較去年同期增加約�,000名，人
員的增加主要是由於為適應本集團生產需要，本集團招收部分新員工，作為生產部門人
員的補充和儲備。而期內本集團員工成本總額約為人民幣�,���,000,000元，佔營業額的
約��.�%，較去年同期的約��.�%上升0.�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期內，本集團為保持生產
經營的穩定性，提高了員工的薪酬水平。員工的薪酬是根據他們的表現、經驗及行業慣
例厘定。本集團的薪酬政策及細節則會由管理層定期檢討。此外，管理層亦根據員工的
表現給予花紅及獎金，以鼓勵及推動員工進行技術創新及工藝改進。本集團根據不同崗
位的技能要求，亦對員工提供相應的培訓。

外匯風險

本集團採取嚴格審慎的政策，管理其匯兌風險。本集團的出口收入及進口採購是以美
元結算。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的�0.0%和購入皮棉成本約
��.�%是以美元計算。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遇上因匯率波動
而對其營運或流動資金帶來任何重大困難或影響。本公司董事相信，本集團將有充裕的
外匯以應付需求。

資本承諾

詳情載於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或然負債

詳情載於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稅項

本集團的稅項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000,000元增加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
約人民幣���,000,000元，增幅約為��.�%。稅項增加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稅前利
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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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
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作或認為擁有按
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第�分部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內資股的權益：

   佔二零一零年  佔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已發行內資股  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股本總額的
股東名稱 內資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附註�）  (%)  (%)

集團公司 ���,���,�00  ��.��  ��.��
 （好倉）
鄒平供銷投資有限公司（「鄒平投資」） ���,���,�00  ��.��  ��.��
 （好倉）
 （附註�）

於本公司H股的權益：

   佔二零一零年 佔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已發行H股 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股本總額的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H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附註�） (%) (%)

The Bank of New York 受控制法團權益 ��,���,�00 ��.0� �.��
 Mellon Corporation  （好倉）
  ��,���,�00 ��.�� �.��
  （可供借出股份）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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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二零一零年 佔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已發行H股 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股本總額的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H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附註�） (%) (%)

Brandes Investment 投資經理 ��,���,��0 ��.0� �.��
 Partners, L.P.  （好倉）
  （附註�）

The Boston Company 投資經理 ��,���,�00 �.�� �.��
 Asset Management LLC  （好倉）
  （附註�）

Mellon Financial 受控制法團權益 ��,0��,�00 �.�� �.��
 Corporation  （好倉）
  （附註�）

附註：

�. 非上市股份。

�. 鄒平投資持有集團公司��%股本權益。

�.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股份。

�.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Corporation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權益的��,���,�00
股H股由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直接持有，而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為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Corporation完全控制的法團。

�. ��,���,��0股H股由Brandes Investment Partners, L.P.以其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 ��,���,�00股H股由The Boston Company Asset Management LLC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 Mellon Financial Corporation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權益的��,0��,�00股H股由
MAM (MA) Trust完全控制的法團The Boston Company Asset Management LLC直接持有，
而MAM (MA) Trust由MAM (DE) Trust間接完全控制。MAM (DE) Trust由Mellon Financial 
Corporation完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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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
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第�分部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
倉。

董事、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中的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及第�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
彼等被當作擁有或被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 ；或(b)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c)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內資股的權益：

   佔已發行內資股 佔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股本總額的
 權益類別 內資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附註�） (%) (%)

張紅霞（執行董事、董事長） 實益權益 ��,�00,�00 �.�� �.��
  （好倉）

張士平（非執行董事） 實益權益 �,�00,000 0.�� 0.��
  （好倉）

附註：

�. 非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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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的權益：

   佔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相聯法團名稱 權益類別 概約百分比
   (%)

張士平（非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實益權益 ��.��
張紅霞（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實益權益及配偶權益 �.��
   （附註�） （附註�）
張艷紅（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實益權益 �.��
王兆停（非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實益權益 0.��
趙素文（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實益權益 0.��
劉明平（監事） 集團公司 實益權益 0.��
趙素華（非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實益權益及配偶權益 �.0�
   （附註�） （附註�）
王曉芸（非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實益權益 0.��

附註�： 集團公司的��,000,000股股份將由張紅霞女士實益持有，而張紅霞女士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被視為擁有權益的��,���,000股股份由張紅霞女士的丈夫楊叢森先生直接持有的
權益。

附註�： 集團公司的�,�00,000股股份將由趙素華女士實益持有，而趙素華女士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被視為擁有權益的��,���,000股股份由趙素華女士的丈夫魏迎朝先生直接持有的
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
於本公司及任何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
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第�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包括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擁有或被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 ；或(b)須記
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c)或根據標準守則而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中期股利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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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目的是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彙報過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召開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向本公司的董事會提供意見及推薦
建議。審核委員會亦聘請外部核數師去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聯交所有關上市公司管治的要求，成立薪酬委員會，目的是研究董事
與經理人員考核的標準進行制定並提出建議；研究和審查董事及高管人員的薪酬政策與
方案。薪酬委員會由三名董事組成。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召開的薪酬委員會已通
過了公司二零一零年度董事的薪金、獎金和監事的報酬議案。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盡本公司董事所知，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除偏离守則條文A.�.�
外，本公司遵守了上市規則附錄��的企業管治常規的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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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紅霞
女士為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影響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的權力
和職權的平衡。透過董事會的運作，足以確保權力和職權得到平衡。

除上述披露外，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本公司於該期間內並
無，或於該期間內之任何時間並無遵守企業管理常規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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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集團已採納證券交易之守則，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標準守則。經對董事進
行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定本公司各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 公 佈 的 電 子 版 本 將 於 聯 交 所 網 站(http://www.hkex.com.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wqfz.com)刊登。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及於聯交所和本公司網站刊
登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當中載有上市規則附錄��規定之所
有適用資料。

承董事會命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張紅霞

中國，山東，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附註： 截至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十一名董事，即執行董事張紅霞女士、趙素文
女士、張艷紅女士及張敬雷先生，非執行董事張士平先生、王兆停先生、趙素華女士及
王曉芸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乃信先生、徐文英先生以及陳永祐先生。

* 本公司根據公司條例第XI部（ 香港法例第��章）在香港以「Weiqiao Textile Company Limited」
之英文及本公司中文名稱註冊為一間非香港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