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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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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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
與二零零九年財務業績相比：
收入 增加��.�%至約人民幣��,���,000,000元
毛利 增加���.�%至約人民幣�,��0,000,000元
母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 增加��.�%至約人民幣�,���,000,000元
每股盈利 增加��.�%至約人民幣�.��元
建議每股末期股息 增加��.�%至約人民幣0.����元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魏橋紡織」）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內」或「回顧期內」） 
之綜合業績。回顧期內，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000,000元，比截至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約��.�%，母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約為人民幣�,���,000,000元，
比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長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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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 17,887,429  ��,���,0��

銷售成本  (15,007,823 ) (��,0��,��� )    

毛利  2,879,606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435,198  �,�0�,���
銷售及分銷成本  (287,298 ) (���,��� )
行政開支  (202,325 ) (��0,0�� )
其他開支  (74,421 ) (�0�,��0 )
財務成本 � (493,456 ) (���,��� )    

稅前利潤 � 2,257,304  �,���,�00

所得稅開支 � (621,939 ) (�0�,�0� )    

年內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1,635,365  ��0,���    

應佔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1,627,376  ���,���
 非控制權益  7,989  (�,��� )    

  1,635,365  ��0,���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的每股盈利

 基本 � 人民幣1.36元  人民幣0.��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
其他全面收入。

有關年內應付及擬派股息之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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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680,090  ��,�0�,���
投資物業  39,902  ���,���
土地租約預付款項  200,167  ��0,���
其他無形資產  3,528  �,�0�
遞延稅項資產  101,825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025,512  ��,���,00�    

流動資產
存貨  5,871,114  �,��0,��0
應收貿易賬款 �0 521,086  ���,���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  46,040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752,005  ���,��0
已抵押定期存款 �� 167,014  ���,��0
存款期為超過三個月的非抵押定期存款 �� 1,594,500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 2,412,583  �,���,��0    

流動資產總值  11,364,342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 1,601,224  �,�00,���
應付票據 �� 580,000  ���,�00
應付關聯方款  9,740  �,���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款項  998,452  ���,���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610,289  �,���,���
應付稅項  684,115  ���,0��
遞延收入  8,927  �,���    

流動負債總值  7,492,747  �,���,���    

流動資產淨值  3,871,5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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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897,107  ��,���,���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5,190,910  �,���,���
遞延收入  175,663  ���,���
遞延稅項負債  6,124  �,���    

非流動負債總值  5,372,697  �,���,���    

資產淨值  15,52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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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5,556  ��,�00,���
擬派末期股息  522,665  ���,��0    

  15,422,610  ��,0��,���
非控制權益  101,800  ��,���    

權益總值  15,524,4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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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已發行    法定盈餘    擬派    非控制
 股本  資本儲備  公積金  保留利潤  末期股息  總計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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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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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  –  –  –  (���,�00 ) (���,�00 ) –  (���,�00 )
已付非控制股東股息 –  –  –  –  –  –  (�0� ) (�0� )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 ��0,���
擬派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附註�)  –  –  –  (���,��0 ) ���,��0  –  –  –
轉撥自保留利潤 –  –  ��,���  (��,��� ) –  –  –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0*  �,���,�0�*  �,���,���*  ���,��0  ��,0��,���  ��,���  ��,���,0�0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已發行    法定盈餘    擬派    非控制
 股本  資本儲備  公積金  保留利潤  末期股息  總計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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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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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  –  –  –  (278,890 ) (278,890 ) –  (278,890 )
已付非控制股東股息 –  –  –  –  –  –  (155 ) (155 )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627,376  –  1,627,376  7,989  1,635,365
擬派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附註�)  –  –  –  (522,665 ) 522,665  –  –  –
轉撥自保留利潤 –  –  134,370  (134,370 ) –  –  –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94,389  6,673,380 * 1,263,477 * 5,768,699 * 522,665  15,422,610  101,800  15,524,410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內，該等儲備賬目分別構成綜合儲備人民
幣��,�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0,���,000元）。



- � -

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的現金流量
稅前利潤  2,257,304  �,���,�00
就以下各項作出的調整：
 財務成本 � 493,456  ���,���
 銀行利息收入 � (58,517 ) (��,0�� )
 確認遞延收入 � (9,079 ) (�,��� )
 盤點虧損  9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收益） � 19,717  (��� )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值收益 � –  (��� )
 折舊 � 1,315,726  �,���,���
 匯兌差額，淨額 � (25,460 ) ��,���
 攤銷無形資產 � 1,359  �,�00
 確認土地租約預付款項 � 2,969  �,���
 物業租賃收益 � (2,042 ) (�,000 )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  ���,�00
 存貨準備的撥回 � (2,364 ) (�,��� )    

  3,993,159  �,0��,���

存貨（增加）╱減少  (3,088,030 ) �,00�,���
應收貿易賬款減少╱（增加）  332,598  (���,���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增加  (253,474 ) (���,��� )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減少  5,914  �0�,���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減少  –  (��� )
應收關聯方款項減少  –  ���
應付關聯方款項增加╱（減少）  2,449  (�,��� )
應付貿易賬款減少  (247,486 ) (�,���,��� )
應付票據（減少）╱增加  (168,300 ) ��,�00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款項增加╱（減少）  160,582  (���,��� )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  737,412  �,0��,���

已付利息  (482,667 ) (��0,��� )
已繳中國企業所得稅  (364,766 ) (��0,��� )    

經營業務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10,0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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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58,162  ��,��0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718,473 ) (���,��� )
土地租約預付款項增加  (2,453 ) –
已收政府撥款  17,740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所得款項  51,256  �,���
購買共同控制實體股權  (45,000 ) –
物業租賃收益 � 2,042  �,000
存款期為超過三個月的非抵押定期存款增加  (57,717 ) (���,��� )
已抵押定期存款減少  19,416  ��,00�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675,027 ) (���,��� )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新增銀行貸款  6,716,697  �,���,���
償還銀行貸款  (6,479,845 ) (�,��0,��� )
已付母公司股權持有人股息  (278,890 ) (���,�00 )
已付非控制股東股息  (155 ) (�0� )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42,193 ) (��,���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增加淨額  (827,241 ) ���,�0�
年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264,210  �,���,���
匯兌率變動影響，淨額  (24,386 ) (��,��� )    

年終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 2,412,583  �,���,��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2,412,583  �,���,��0
存款期少於三個月的非抵押定期存款  –  �,000,000    

於財務狀況表及現金流量表列賬
 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 2,412,58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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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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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稱「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及海外市場從事棉紗、坯布及牛仔布的生產
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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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而編製。此等財
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金融衍生工具為以公允值計量。除另有說明外，此等財
務報表乃以人民幣呈列及所有價值均調整至最接近的千位。

綜合賬目基準

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的綜合賬目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子公司的財
務報表按與本公司相同的報告期間編製，並採用貫徹一致的會計政策。子公司的業績乃由
收購當日（即本集團獲得控制權之日）起綜合賬目，並維持綜合賬目直至終止控制之日。本
集團內各公司間的結餘、交易、因集團內公司間的交易所產生的未變現收益及虧損及股息
均於綜合賬目時對沖抵銷。

即使導致虧絀結餘，子公司內的虧損乃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於子公司的擁有權權益發生變動，但並未喪失控制權，則按權益交易入賬。

倘本集團失去對子公司的控制權，則其取消確認(i)該子公司的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ii)
任何非控制權益的賬面值；及(iii)於權益內記錄的累計匯兌差額；並確認(i)所收代價的公允
價值；(ii)所保留任何投資的公允價值；及(iii)損益賬中任何因此產生的盈餘或虧損。先前
於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確認的本集團應佔部分重新分類為損益或保留盈利，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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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前的綜合賬目基準

若干上述規定已按未來適用法應用。然而，以下差異於若干情況下乃從先前的綜合賬目基
準結轉：

•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前，對收購非控制權益（前稱少數股東權益）採用母公司實體延
伸法入賬處理，所收購凈資產代價與賬面值之間的差額確認為商譽。

• 本集團所產生的虧損歸屬非控制權益，直至結餘被削減至零。任何進一步超出虧損歸
屬母公司，惟非控制權益擁有彌補該等虧損的約束責任則除外。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
日前的虧損並無於非控股權益與母公司股東之間重新分配。

• 於失去控制權時，本集團按於失去控制權日期按比例應佔的資產淨值將保留投資入賬
處理。有關投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的賬面值並無重列。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動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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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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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包括在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的  已終止業務－出售於子公司的控制權益的計劃」的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修訂
二零零九年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對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的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的改進  改進
香港詮釋第�號（修訂本） 對香港詮釋第�號「租約－釐定香港土地租約的租期」
  的修訂
香港詮釋第�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
  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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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只經營一類業務，即製造及銷售棉紗、坯布及牛仔布。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本集團類似產品劃分的產品分析概述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棉紗 8,063,398  �,���,���
坯布 8,764,460  �,���,0��
牛仔布 1,051,103  �,���,���
其他 8,468  �,���   

 17,887,429  ��,���,0��
   

於釐定本集團地區分部時，分部所佔收入乃按客戶所在位置劃分。本集團的大部分業務活
動於四個地區進行，即中國大陸、香港、東亞（主要包括日本及韓國）及其他地區。本集團
所有資產均位於中國大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本集團客戶經營地區劃分的地
區資料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向本集團
 以外客戶
 銷售的收入  銷售成本  毛利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11,039,456  9,159,954  1,879,502
香港 2,099,888  1,658,116  441,772
東亞地區 1,752,198  1,598,693  153,505
其他地區 2,995,887  2,591,060  404,827     

 17,887,429  15,007,823  2,879,606
     

二零零九年

 向本集團
 以外客戶
 銷售的收入  銷售成本  毛利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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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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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收入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區得出。

本集團並無收入達到或超過本集團收入總額�0%的客戶。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已售紡織品的發票價值，減退貨及貿易折扣，且已扣除營業
稅及集團內相互交易。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紡織品銷售 17,887,429  ��,���,0��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58,517  ��,0��
就受供次級貨物及服務而從供應商獲得的補償 41,786  ��,���
僱員罰款收入 8,024  �,���
確認遞延收入 9,079  �,���
租金收入總額 2,042  �,000
一次過政府資助 16,259  ��,���
其他 2,455  �,���   

 138,162  ���,���   

收益
銷售電力及蒸汽 2,539,411  �,���,���
減：所產生之成本 (2,289,633 ) (�,���,��� )   

銷售電力及蒸汽的收益 249,778  ���,���
銷售廢料及零件的收益 21,798  �0,���
匯兌差額，淨額 25,460  –
金融衍生工具的公允值收益淨額 –  ���   

 297,036  ���,���   

 435,1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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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前利潤

本集團的稅前利潤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貨物成本  14,979,468  ��,0��,���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及監事的酬金）：
 工資、薪金及社會保障成本  2,554,831  �,��0,���
 退休福利供款  99,336  ��,���   

  2,654,167  �,���,���
   

折舊  1,315,726  �,���,���
攤銷土地租約預付款項  2,969  �,���
攤銷其他無形資產  1,359  �,�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00

維修及保養  421,851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收益）  19,717  (��� )
核數師酬金  7,375  �,���
董事及監事酬金  4,334  �,�0�

匯兌差額，淨額 � (25,460 ) ��,���
因收租投資物業產生的直接經營開支
 （包括維修及保養）  2,119  �,���
存貨撥備撥回  (2,364 ) (�,��� )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回 �0 –  (�� )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已變現虧損  –  ���
銀行利息收入 � (58,517 ) (��,0�� )
金融衍生工具的公允值收益 � –  (��� )

計入下列各項的研究及開發成本：
 工資及薪金  28,187  ��,���
 消耗品  14,039  ��,�0�   

  42,226  ��,�0�
   

經營租約項下的最低土地及樓宇租約付款  25,1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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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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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028  �0�,���
融資租約利息 428  ���   

 493,456  �0�,���

其他財務成本：
 應付貿易賬款貼現金額的增加 –  ��,���   

 493,456  ���,���
   

於二零一零年並無資本化利息（二零零九年：無）。

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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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應
課稅利潤的稅項已按本集團業務經營所在國家的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中國內地 549,784  ���,���
遞延 72,155  (�0,��� )   

年內稅項開支總額 621,93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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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公司、其子公司及合資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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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稅前利潤 2,257,304    �,���,�00
     

按中國法定稅率計算 564,326  25.0  ���,��0  ��.0
不可扣稅開支 21,348  1.0  �,��0  0.�
未確認稅項虧損 37,519  1.7  –  –
其他 (1,254 ) (0.1 ) ���  –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 621,939  27.6  �0�,�0�  ��.�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本集團內的公司須按彼等根據中國公認會計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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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向其股東派付的股息並無任何所得稅影響。

8. 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元
 （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元） 522,665  ���,��0
   

本年度擬派末期利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即將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根據本公司的公司
章程，本公司用作分配利潤的稅後淨利潤將為(i)根據中國會計準則釐定的淨利潤；及(ii)根據
本公司股份的境外上市地的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釐定的淨利潤以較低者為準。

9.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內淨利潤人民幣�,���,���,000元（二
零零九年：人民幣���,���,000元）以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000股（二零零九年：
�,���,���,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已
發行普通股，因此並無對該等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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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528,958  ���,���
減值 (7,872 ) (�,��� )   

 521,086  ���,���
   

除向與本集團有長期關係的客戶延長賒賬期外，本集團一般向其客戶提供的賒賬期不會超
過��日。本集團會密切監控未付應收貿易賬款。高層管理人員會定期審閱逾期結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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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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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516,529  ��0,���
三個月至六個月 464  ��0
六個月至一年 2,354  ���
一年至兩年 1,739  ��   

 521,086  ���,���
   

1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已抵押定期存款及存款期為超過三個月的非抵押定期存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2,412,583  �,���,��0
定期存款 1,761,514  �,���,���   

 4,174,097  �,���,���

減： 為信用證融資抵押的定期存款 (167,014 ) (���,��0 )
 存款期為超過三個月的非抵押定期存款 (1,594,500 ) (�,���,���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412,58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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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人民幣計值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0,000,000元（二零零九
年：人民幣�,���,000,000元）。人民幣不可自由換算為其他貨幣。然而，根據中國大陸的外
匯管理條例及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本集團獲准透過授權進行外匯業務的銀行將人
民幣換算為其他貨幣。

銀行存款所獲取的利息按照以每日銀行存款利率為基礎的浮動利率計算。短期定期存款的
存款期介乎三個月至六個月，存款期限視乎本集團即時現金所需而定。短期定期存款按各
自之短期定期存款息率賺取利息。銀行結餘及已抵押存款存入並無近期違約歷史的高信譽
度銀行。

12.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從與原料及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相關的主要風險與報酬轉移給本集團的日
期開始計算的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287,700  �,���,���
三個月至六個月 206,366  ��,��0
六個月至一年 14,414  �,���
一年以上 92,744  ��,���   

 1,601,224  �,�00,���
   

應付貿易賬款為無息款項且大部分結餘須於六個內支付。

13. 應付票據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60,000  ��0,000
三個月至六個月 420,000  ���,�00   

 580,000  ���,�00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面值為人民幣��0,000,000元的若干應付票據為威海魏
橋科技工業園有限公司（「威海工業園」）以本公司為受益人簽發的票據，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本公司已將上述票據向銀行貼現（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000,000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面值為人民幣��0,000,000元的若干應付票據為本公司
以濱州魏橋科技工業園有限公司（「濱州工業園」）為受益人簽發的票據，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濱州工業園已將上述票據向銀行貼現（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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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面值為人民幣��,000,000元的若干應付票據為濱州工業
園以本公司為受益人簽發的票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本公司已將上述票據向
銀行貼現。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有關結餘。

14. 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為鄒平投資內一家較大集團的一部分，並與鄒平投資成員公司有緊密交易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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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與關聯方的交易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關聯方名稱 與本公司的關係 交易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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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24  ��,���
   租賃開支
  銷售棉紗 58,957  ���,0��
  供應電力收入 969,465  �,���,��0
  物業租賃收入 2,042  �,000
威海西郊熱電有限公司 集團公司屬下子公司* 土地使用權 –  ��0
   租賃開支
山東魏聯印染有限公司 集團公司屬下子公司 銷售坯布 431,187  ���,���
山東魏橋漂染有限公司 集團公司的聯營公司 銷售棉紗 –  �,���
山東恒富針織印染 集團公司屬下子公司 銷售棉紗 42,267  �0,���
 有限公司  銷售坯布 155  –
山東魏橋宏源家紡 集團公司屬下子公司 銷售坯布 4,137  ��,���
 有限公司
山東魏橋特寬幅印染 集團公司屬下子公司 銷售坯布 108,792  ���,���
 有限公司
山東魏橋服裝有限公司 集團公司屬下子公司 銷售坯布 8  ��
  銷售牛仔布 44,177  �,0�0
山東魏橋創杰服裝 集團公司屬下子公司 銷售坯布 –  ��
 有限公司
山東魏橋嘉嘉家紡 集團公司屬下子公司* 銷售坯布 38,314  ��,���
 有限公司
山東慧濱棉紡漂染 主要管理人員 銷售棉紗 11,128  –
 有限公司  控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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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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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入綜合財務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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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集團公司 46,040  ��,���  –  –
集團公司屬下子公司 –  –  9,740  �,���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4,451  �,���
僱員退休福利 30  ��   

付予主要管理人員薪酬總額 4,481  �,���
   

上述關聯方交易亦構成上市規則第��A章所界定的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

15. 財務報表的批准

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經本公司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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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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內」或「回
顧年內」）之綜合業績。

二零一零年，全球經濟緩慢復蘇，各國政府竭力刺激本國經濟，透過一攬子針對性的刺
激經濟政策，有效促進金融及貿易等企穩回升，維持復蘇態勢。

中國經濟於回顧年內持續增長，宏觀經濟形勢逐漸趨好，國家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
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內需得以持續增長。但受信貸、產業結構調整及貨幣改革政策
影響，商品價格持續波動。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二零一零年，國內生產總
值約為人民幣���,���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約�0.�%。

回顧年內，在中國政府重點推行「擴內需」政策的促進下，內銷市場表現向好，使中國紡
織行業呈現穩步回升向好勢頭。

二零一零年，中國紡織行業繼續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進一步增強了行
業發展的內在動力。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二零一零年，中國進出口總額
約��,���億美元，同比增長約��.�%。其中，出口約��,���億美元，同比增長約��.�%；
進口約��,���億美元，同比增長約��.�%。根據中國海關發佈的數據，二零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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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億美元，同比增長約
��.�%。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二零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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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內銷佔比達約��.�%，較上年同期提高�.�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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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年內，由於棉花供需缺口的進一步加大，再加上部分資金的介入炒作，在國內流動
性過剩的大背景下，導致了全年棉價的大幅波動。國內棉花價格持續上漲至十一月份，
更曾一度升逾每噸�0,000元，突破近十年的價格運行上行區間。棉價的大幅波動給中國
棉紡織生產企業帶來生產壓力。

憑藉有效的經營策略及穩固的行業領導地位，在管理層的有效管理及全公司十幾萬員工
的共同努力下，本公司繼續取得理想的業績。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的收入約為人民幣��,���,0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上升約��.�%。公司股東
應佔淨利潤約為人民幣�,���,000,000元，較上年同期上升約��.�%；每股盈利約為人民
幣�.��元。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元（含稅）。

展望未來，中國紡織業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通過加快結構調整，並進一步加大科技投
入，提高行業自主創新能力，培育品牌，提高產品附加值，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但是受
貨幣、匯率政策影響，以及原材料、能源及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不斷上漲影響，未來
中國紡織行業的發展面臨壓力。本集團憑藉豐富的運營經驗，將繼續採取各種措施加強
內部管理，加快產品研發和升級換代，確保能對市場轉變做出迅速的反應並保持強大競
爭力。同時，我們亦將繼續受惠中國紡織行業內需市場的持續增長。

整體而言，本集團憑藉良好及一體化營運的優勢及穩健的財務實力，加上豐富的應對國
際市場波動的經驗，我們有信心抵禦市場的沖擊，維持本集團在行業的領導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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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張紅霞

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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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回顧

二零一零年，中國紡織行業呈現穩步回升向好勢頭。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家推出的
支持紡織產業的政策和措施取得成效，市場需求出現恢復性增長，企業訂單充足。

回顧年內，中國紡織品服裝貿易整體走勢良好。根據中國海關發佈的數據，中國紡織品
服裝累計出口�,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上升��.�%。其中紡織品累計出口���億美元，服
裝累計出口�,���億美元，增速分別為��.�%和�0.�%。

回顧年內，歐盟、美國及香港仍為中國紡織品服裝最主要的出口市場，中國紡織品服裝
出口予這三大市場也呈現回升態勢。中國紡織品服裝對歐盟、美國及香港分別出口金額
���億美元、���億美元及���億美元，同比上升��.�%、��.�%及�.�%，佔紡織品服裝出
口總額的��.�%。年內，中國紡織品服裝對日本、東南亞及非洲市場的出口金額分別上
升�.�%、��.�%及��.�%。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金額在需求回升及價格上漲的推動下呈現
高速增長的勢頭，尤其是受中國紡織品服裝可免稅進入東盟十國紡織市場的優惠政策影
響，年內中國與東盟地區的紡織品服裝貿易十分活躍，貿易額迅速攀升。中國東盟紡織
品服裝貿易額在二零一零年達到���億美元，同比增長��.0%。

二零一零年，國內棉花價格持續攀升。中國棉花A指數平均為每噸人民幣��,���元。二
零一零年十一月份更創新高，錄得平均每噸人民幣��,�0�元，比二零一零年一月份上升
��.�%。二零一零年，國際市場Cotlook A指數平均每磅�0�.��美分。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份更上升至平均每磅���.��美分，比二零一零年一月份上升���.�%。棉花價格的波動、
勞動力及原材料等要素成本的上漲，給紡織業控制生產成本帶來壓力。

業務回顧

二零一零年，國際市場逐漸復蘇，國內市場穩定增長。魏橋紡織業績表現理想，毛利增
幅顯著。本集團繼續致力鞏固業務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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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研發投入，不斷開發高附加值產品 。由於擁有穩定
客戶群，集團成功保持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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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入和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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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收入

1,62724.8%

82.4%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入約為人民幣��,���,000,000元，同
比增長��.�%，主要是由於本年度全球經濟復蘇，國內外紡織市場需求增加帶動本集團訂
單增加；同時，受惠於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漲，產品價格隨之上漲。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公司股東應占淨利潤約為人民幣�,���,000,000
元，同比增長��.�%。主要是由於隨著原材料皮棉的大幅漲價推動產品價格上漲，受市場
需求的影響，產品價格漲幅高於原材料價格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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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分別列出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產品種類劃分之
收入比例：

以產品種類劃分之收入比例

2010（總收入：約人民幣17,887百萬元） �00�（總收入：約人民幣��,���百萬元）

46.7%45.0%

49.0%

0.1%5.9%

45.3%

0.1%7.9%

棉紗
坯布
牛仔布
其它（附註）

附註：  其它包括棉籽及其他附產品。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坯布收入佔比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
三類產品售價皆上漲的情況下，坯布銷售量增加；牛仔布佔比減少，主要是本集團淘汰
了位於山東省鄒平縣魏橋鎮生產基地的部份落後牛仔布生產設備，牛仔布產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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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分別列出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地區劃分之收入
比例：

以地區劃分之收入比例

中國內地
香港
東亞地區（附註�）
其它地區（附註�）

2010（總收入：約人民幣17,887百萬元）

61.7%

11.7%

16.8%

9.8%

�00�（總收入：約人民幣��,���百萬元）

64.9%

13.2%

14.5%

7.4%

附註�：  東亞地區包括日本和南韓；
附註�：  其它地區主要包括東南亞、美國、歐洲、台灣及非洲地區。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出口各國家和地區的收入同比上升，主
要是因為國外紡織市場復蘇，市場需求增加，本集團出口訂單增加。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共有四個生產基地，分別為：

�. 魏橋生產基地（第二和第三生產區）；

�. 濱州生產基地（濱州魏橋科技工業園有限公司「濱州工業園」第一生產區及第二生產
區）；

�. 威海生產基地（威海魏橋紡織有限公司「威海魏橋」和威海魏橋科技工業園有限公司
「威魏工業園」）；及

�. 鄒平生產基地（鄒平第一工業園、鄒平第二工業園和鄒平第三工業園）

上述生產基地均位於中國山東省，總樓面面積約為�,0��,��0平方米。



- �� -

二零一零年度，棉紗、坯布和牛仔布的產量分別約為��0,000噸、�,�0�,000,000米和
�0�,000,000米，棉紗和坯布產量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和�0.�%，主要是由於年內市
場對紡織品需求旺盛，本集團訂單增加，本集團透過提高設備效率，增加了產量。牛仔
布產量較去年同期減少�.�%是由於本集團淘汰了位於山東省鄒平縣魏橋鎮生產基地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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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新市場。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國內客戶達�,000名，海外客戶則逾�00名，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和�.�%。本
集團繼續保持穩固的銷售網絡和良好的客戶關係。

財務回顧

收入、毛利和毛利率

下圖分別列出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主要產品之收入、
毛利和毛利率的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產品 收入  毛利  毛利率  收入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棉紗 8,063,398  1,713,540  21.3  �,���,���  ���,���  �.0
坯布 8,764,460  993,699  11.3  �,���,0��  ��0,���  �.�
牛仔布 1,051,103  172,330  16.4  �,���,���  ���,���  ��.0
其它 8,468  37  0.4  �,���  �0  0.�           

總計 17,887,429  2,879,606  16.1  ��,���,0��  �,���,���  �.�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上升至
��.�%，主要原因是受全球紡織市場需求的影響，本集團主營紡織品的價格漲幅高於原
材料價格漲幅。本集團在控制成本的同時，根據市場需求，及時調整產品結構和品種組
合，開發高附加值產品，實施靈活的銷售策略，提高產品的綜合毛利率，以綜合效益最
大化為目標發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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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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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運輸成本由二零零九年的約
人民幣���,000,000元，增加�.�%至約人民幣���,000,000元，主要是由於期內隨著市場形
勢的好轉，運輸費用單價略有提高；銷售佣金約為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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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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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元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上調員工工資，
行政及管理人員工資支出相應增加。

其他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其他開支約為人民幣��,000,000元，較去
年同期約人民幣�0�,000,000元減少��.�%。主要是由於年內本集團淘汰山東省鄒平縣魏
橋鎮生產基地的落後生產設施，而其減值損失於二零零九年一次性確認。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000,000元，較
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000,000元減少�.�%，主要是由於年內銀行貸款利率下調，本集
團相應的利息支出減少。

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為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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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幣�,���,000,000元減
少��.�%。主要是由於期末，因原料價格不穩定導致棉紡織品市場需求受影響，從而期末
經營性現金回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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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以經營現金流入滿足營運資金的需求。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本集團的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約為人民幣���,000,000元，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約為人民幣��,000,000元，來自經營業務的現金流出淨額約為人民幣��0,000,000元。董事
相信，本集團將保持良好穩健的財務狀況，有充足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滿足業務所需。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000,000元，
主要為提高產品檔次，提升設備裝備水平進行技術改造和新上部分高檔生產線。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期末棉價回落影響了紡織品的銷售，產品
銷量減少，導致本集團期末存貨增加，存貨周轉日由同期的��日增加至���日；同時由於
產品銷量減少，應收帳款相應減少，平均應收帳款周轉期由去年的��日減少至��日。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未使用金融衍生工具。

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及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約為人民幣
�,���,000,000元，較去年約人民幣���,000,000元增加��.�%。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的每股盈利為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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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的資本率。本集團持
續關注股本和負債組合，確保最佳的資本架構以減低資本成本。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本集團的負債主要是銀行借貸約人民幣�,���,000,000元，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值
物約人民幣�,���,000,000元。資本負債比率為��.�%（二零零九年：��.�%）（淨負債（包括
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附息銀行借貸）除以權益總值）。

本集團通過維持適當的固定利率債務與可變利率債務組合以管理利息成本。於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的��.�%為固定息率計算，餘下��.�%為按浮動息率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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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目標是運用銀行借款以保持融資的持續性與靈活性之間的平衡。在任何十二個
月的期間內，到期借款不超過貸款總額的�0%。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約��.0%的債務將一年內到期。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借款以人民幣和美元計算，其中美元之借貸佔
總借貸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主要以人民幣和美元持有，其中持有的美元現金及現
金等值物約佔總額的�.�%。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約���,000名員工，較去年增加約��,000名。
人員的增加主要是為適應生產需要，本集團招收部分新員工，作為補充和儲備。年內員
工成本總額約人民幣�,���,000,000元，佔收入的��.�%，較去年同期的��.0%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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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的酬金是根據他們的表現、經驗及當時行業內慣例釐訂，而本集團的管理層也會定期
檢討薪酬政策及細節。此外，亦會根據表現評估而給予花紅及獎金，以鼓勵及推動員工
有更佳的表現。本年度內，本集團根據不同崗位的技能要求，對員工提供相應的培訓，
如安全培訓、技能培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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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銀行存款和部份銀行借款以美元計價，而進口採購和外幣借款的償還期限長
於出口收匯的期限，截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入的��.�%和購入
棉花成本的��.�%是以美元計算。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實現匯
兌收益約人民幣��,000,000元。本集團本年內並無遇到因匯率波動而對其營運或流動資金
帶來任何重大困難的情況。董事相信，本集團將有充裕的外匯以應付需求。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未於財務報表撥備的或然負債約為人民幣
�00,000,000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000,000元）的已開具的未到期信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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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本集團的稅項由二零零九年的約人民幣�0�,000,000元增加�0�.�%至二零一零年的約人民
幣���,000,000元。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稅前利潤增加。

處置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本公司淘汰處置部分運轉效率低、已使用年限久的機械設備及廠房
（「處置資產」），該等處置資產位於本集團山東省鄒平縣魏橋鎮生產基地的第一生產區。
本公司已出售該等機械設備予獨立第三方並拆除機械設備所在的廠房及終止租賃廠房所
在的土地。本公司將可以繼續使用的設備從第一生產區搬遷至本集團於鄒平縣經濟開發
區的生產基地，並配套先進生產設備。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九年內確認資產減值損失約人民幣���,000,000元。該項資產處置本公
司已作為股價敏感信息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九日作出公告。

最終控股股東

本公司接獲鄒平縣供銷合作社聯合社（「縣聯社」）通知，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八日，以縣聯
社受託人身份持有山東魏橋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控股公司」）��%股權的中信信託有限責
任公司（「受託人」），與鄒平供銷投資有限公司（「鄒平投資」）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
受託人將其於控股公司的��%股權轉讓於鄒平投資（「股份轉讓」）。緊隨股份轉讓後，縣
聯社不再持有控股公司任何股權。控股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股
份。該股份轉讓事宜本公司已視作股價敏感信息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日作出公告。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在全球經濟緩慢復蘇，通脹壓力逐步加大，資金流動性過剩的宏觀大背景
下，紡織市場面臨的內外環境更加複雜多變，不確定因素增多，經營難度增加。本集團
會密切關注經濟環境及政策的變化，緊盯棉紡織行業整個產業鏈運行情況及產銷走勢，
充分利用國內紡織品消費需求，積極開拓新興市場，開發新型及差異化面料，促進結構
調整和產品升級，繼續鞏固「魏橋」品牌的良好形象，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內外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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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以下人士（本
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或當作按
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第�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在所有情況
下均可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面值�0%或以上的任何類別股本的
權益或有關該等股本的任何購股權如下：

於本公司內資股（「內資股」）的好倉：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佔已發行  佔已發行
   內資股股本  股本
   總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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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鄒平供銷投資有限公司（「鄒平投資」） ���,���,�00  ��.��  ��.��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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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H股的權益：

   佔二零一零年 佔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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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Mellon Corporation  權益 （好倉）
  ��,���,��� �.�0 �.0�
  （可供借出股份）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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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oston Company 投資經理 ��,��0,�00 �.�� �.��
 Asset Management LLC  （好倉）
  （附註�）

Mellon Financial 受控制法團 ��,0��,�00 �.�� �.��
 Corporation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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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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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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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0股H股由The Boston Company Asset Management LLC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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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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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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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及監事於股份中的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
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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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或(c)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內資股的好倉：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佔已發行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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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 �.�� �.��
張士平（非執行董事） 實益 �,�00,000 0.�� 0.��

附註�：  非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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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股份的好倉：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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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紅霞（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實益及配偶  �.��
   權益（附註�）  （附註�）
張艷紅（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實益  �.��
王兆停（非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實益  0.��
趙素文（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實益  0.��
劉明平（監事） 集團公司  實益  0.��
趙素華（非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實益及配偶  �.0�
   權益（附註�）  （附註�）
王曉芸（非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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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
及彼等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的任何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概無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第�分部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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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
的任何權益或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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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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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建議向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業務終結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
司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元（含稅）（「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二零一零
年末期股息須於本公司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根據中國有關法
規及如本公司招股章程所披露，本集團的稅後淨利潤只有在彌補了以前年度的累計虧損
（如有），並計提了法定盈餘公積金及儲備基金、職工獎勵及福利基金及企業發展基金後
才能作為股息進行分配。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
各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
業所得稅，稅率為�0%。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其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
所持的股份，所以，其應得之股息將被扣除企業所得稅。

任何持有以該等非個人名義登記的H股股份的自然人投資者，倘若不希望由本公司代扣
代繳企業所得稅，可考慮將相關H股股份的法定所有權轉到其名下，並將所有相關H股股
票連同過戶文件送往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辦理過戶手續。

如非居民企業股東通過境外企業持有本公司股票，請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
四）或之前向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提供證明材料，證明其非居民企業股東資格。

本公司將嚴格依法或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並嚴格依照登記日的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代扣
代繳企業所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確定不準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或對
代扣代繳安排的爭議，本公司將不會對股東負責任及不予受理，但本公司可以在適當能
力範圍內提供協助。

就分配股息而言，內資股股東的股息將以人民幣分配和派發，而H股的股息則將以人民
幣宣派但以港元（「港元」）派發（人民幣兌換為港元將按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含該日）
前五個工作日由中國人民銀行宣佈人民幣兌換為港元的中間價的平均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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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
間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期間將不作任何股份轉讓登記。所有連同有關股票的股份轉
讓文件須在不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之前存入本公司的股份登記分處香
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十七樓����-����
室，以符合收取建議末期股息的資格。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贖回、購買或出售本身任何上市
證券。本公司之任何子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概無購買或出售
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最佳應用守則的規定，就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匯報過程及內部控制的
目的，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
委員會會議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舉行，以審閱本公司的年報及財務報表，並向本
公司的董事會提供意見建議。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

本公司採納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所訂標準同樣嚴謹的證券交易守則。

經特別向董事作出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各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所規定的標準。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原則，除偏離守則條文A.�.�
外，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守則內的所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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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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站刊登年度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告在聯交所的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wqfz.com刊登。本年
度之年報將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或之前寄送各股東及可於本公司及聯交所之網站上刊
登。

承董事會命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張紅霞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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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