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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 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約30.2%，至約人民幣5,430,000,000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利潤較去年同期下降約24.8%，至約人民幣155,000,000元。

• 每股盈利約人民幣0.13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0.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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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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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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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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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資者關係部
徐航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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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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提呈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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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對全球經濟運行和市場需求產生重大衝
擊，從而使得中國紡織服裝行業需求受到較大影響。

就出口市場而言，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中下旬開始，中國紡織服裝企業出現海外客戶取消或減少訂單或要求暫緩交貨
等情況。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底境外疫情防控形勢仍未明顯好轉，市場需求亦未能有效改善，中國紡織服裝企業獲
取新的出口訂單方面仍面臨一定壓力。

就國內市場而言，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積極有效措施應對疫情影響，有序推動復工復產，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底
疫情防控形勢基本穩定，行業生產秩序已基本恢復，內需市場也逐步回暖。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自二零二零
年三月起，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降幅逐步收窄，二零二零年一至六月同比下降約11.4%，降幅較二零二零年
一至二月收窄9.1個百分點。

期內，由於疫情的不利影響，國內外紡織市場持續疲弱，從而導致紡織品的需求下降，本集團的棉紡織產品銷售量
同比相應減少，銷售價格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電力銷售量亦同比有所減少，使得本集團收入和淨利潤同比相應減
少。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收入約為人民幣5,430,0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降約30.2%；本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
約為人民幣155,0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降約24.8%；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13元；毛利率約為7.6%，較去年同
期下降約0.2個百分點。

紡織業務方面，本集團堅持轉型升級，努力提升智能化水平，同時積極優化產品結構，強化產業升級，提高中、高
端產品佔比，實現高質量發展。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建設並投產了一條從紡紗到織布的綠色智能一體化生產線，實
現了「生產全程智能化」、「控制系統智慧化」、「在線檢測信息化」、「製造過程綠色化」，裝備水平進一步提升。本集團
根據市場需求導向，結合流行趨勢，持續重視新產品的研發。將日常性與功能性緊密融合，開發了純棉抗菌牛仔系
列面料以及無捻超柔針織系列等新產品。與科研院所合作開發的高支高密國產萊賽爾(lyocell)家紡系列產品以及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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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

貝抗菌系列紗線均成功實現量產。本集團還有多款作品在中國國際面料設計大賽、中國生態環保面料設計大賽、中
國時尚面料設計大賽等賽事上獲獎，其中「一次織造成型石墨烯立體無縫羽絨被」榮獲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二零一九
年度中國十大類紡織創新產品」稱號。

電力及蒸汽業務方面，本集團持續通過精細化和模塊化管理，提升管理效率，減少相關損耗。回顧期內，本集團的
電力業務繼續保持盈利，但受疫情的不利影響，電力銷售量同比有所減少。

儘管外部經營環境複雜，但本集團擁有良好的銷售渠道、不斷優化的產品組合以及智能化裝備水平，為穩定運營以
及把握機遇提升市場份額提供了有利保障。期內，本集團亦進行了內部管理改革，對管理架構進行優化組合，推行
「大分廠制」管理，使管理人員更加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機構更加精簡，運營更加高效。

展望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境外疫情尚未出現明確拐點，全球宏觀經濟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和下行壓力，預計將繼
續對全球工業生產、投資和消費帶來不利影響，同時也將會對全球供應鏈體系產生影響。本集團將密切關注國內外
局勢和行業動態，深入推進高質量發展。

本集團將在現有綠色智能化紡織生產線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智能化建設，推進企業數字化和智慧化轉型，從而進
一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在產品更新上，繼續加強與各紡織專業院校或科研機構的合作，加大科技研發
投入，加強產學研用的協同發展；提升企業創新能力，重點加大功能性面料研發，推動產品結構優化升級。同時，
本集團繼續提升自備電廠的生產效率與運營水平，藉以提升整體收益。本集團也將進一步提高環保治理水平，為長
期健康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本人以及魏橋紡織的管理層衷心感謝廣大股東對本集團一直以來的關心和支持。在當前艱巨的經營環境下，我們將
發揮拚搏進取和求實創新的企業精神，提升經營穩定性和盈利能力。本集團將在不斷提升企業自身價值和為股東創
造更大回報的同時，繼續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董事長
張紅霞女士

中國山東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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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回顧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疫情在全球蔓延，地緣衝突持續，全球經濟受到較大冲擊，從而導致國內外紡織品需求減少，
產品價格下降。

回顧期內，隨著中國居民出行及消費活動放開，紡織品服裝內需市場逐步恢復。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二零二
零年上半年，全國限額以上服裝鞋帽、針紡織品類商品零售額同比減少約19.6%，降幅較一季度收窄12.6個百分點。
國家「保民生」「促消費」等一系列政策推動線上消費加速回暖，全國網上穿著類商品零售額於六月當月已基本恢復至上
年同期水平，二零二零年一至六月累計零售額同比減少約2.9%，降幅較一季度收窄12.2個百分點。

回顧期內，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呈現明顯的「紡增服跌」的特點。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數據顯示，二零二零年一至六
月，中國紡織品服裝累計出口額約為1,252億美元，同比增長約3.2%。受益於防疫紡織產品出口增長帶動，紡織品出
口額同比增長約27.8%至約741億美元；服裝累計出口額約為511億美元，同比下降約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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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紡織原材料方面，受疫情及國家儲備棉收儲等諸多因素影響，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全球棉花市場內外棉價格呈現高開
低走態勢。期內，中國棉花價格A指數平均約為每噸人民幣12,734元，同比下降約19.0%。國際市場Cotlook A指數平
均每磅約為70.06美分，同比下降約14.6%。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中國棉花A指數及Cotlook A指數走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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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中國棉花A指數及CotlookA指數走勢圖

數據來源：中國棉花協會、中國棉花信息網

中國棉花A指數（人民幣元╱噸） CotlookA指數（美分╱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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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九年同期，本集團未經審核的收入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利潤及比較數
字如下：

單位： 
人民幣 
百萬元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收入（未經審核）

5,430

7,784
30.2%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利潤 
（未經審核）

單位： 
人民幣
百萬元

400

300

200

100

0

155

24.8%206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5,430,0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降約30.2%；其
中紡織品收入約為人民幣3,593,000,000元，同比下降約28.4%，主要是由於受疫情的不利影響，國內外紡織市場持續
疲弱，從而導致紡織品的需求下降，使得本集團三類紡織品收入相應減少；電力及蒸汽收入約為人民幣1,837,000,000

元，同比下降約33.6%，主要是由於受疫情的不利影響，下游客戶對電力需求減少，本集團電力銷售量相應減少。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利潤約為人民幣155,000,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206,000,000元下降約24.8%，主要是由於下
游客戶對電力需求減少，電力銷售量減少，導致電力業務毛利空間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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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紡織業務
下圖分別列出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九年同期，本集團紡織產品按種類劃分之收入比較：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紡織業務收入：約人民幣5,019,000,000元）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紡織業務收入：約人民幣3,593,000,000元）

坯布
約人民幣2,638,000,000元
52.6%

牛仔布
約人民幣411,000,000元
8.2%

棉紗
約人民幣1,970,000,000元
39.2%

坯布
約人民幣1,991,000,000元
55.4%

牛仔布
約人民幣207,000,000元
5.8%

棉紗
約人民幣1,395,000,000元
38.8%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棉紗、坯布、牛仔布的收入均較去年同期減少，主要是由於期內全球
紡織品市場需求低迷，本集團三類紡織品銷售量及銷售單價較去年同期均有所下降。

下圖分別列出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九年同期，本集團紡織產品按地區劃分之收入比較：

東亞地區（附註2）
約人民幣228,000,000元
6.3%
南亞地區（附註3）
約人民幣301,000,000元
8.4%

南亞地區（附註3）
約人民幣494,000,000元
9.8%

中國內地
約人民幣2,391,000,000元
66.5%

中國香港
約人民幣308,000,000元
8.6%

其他地區（附註4）
約人民幣144,000,000元
4.0%

東南亞地區（附註1）
約人民幣221,000,000元
6.2%

附註1：東南亞地區主要包括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及緬甸；
附註2：東亞地區包括日本和南韓；
附註3：南亞地區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印度；及
附註4：其他地區主要包括美國、歐洲、非洲及中國台灣。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紡織業務收入：約人民幣5,019,000,000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紡織業務收入：約人民幣3,593,000,000元）

中國內地
約人民幣3,404,000,000元
67.8%

中國香港
約人民幣509,000,000元
10.2%

東亞地區（附註2）
約人民幣201,000,000元
4.0%

其他地區（附註4）
約人民幣147,000,000元
2.9%

東南亞地區（附註1）
約人民幣264,000,000元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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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海外銷售佔收入的比例約為33.5%，內銷佔比約為66.5%。內外銷比例
與去年同期相比無明顯變化。

回顧期內，本集團根據市場需求情況及時調整生產計劃。本集團棉紗產量約為174,000噸，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2.1%；
坯布產量約為352,000,000米，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2.7%；牛仔布產量約為26,000,000米，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6.1%。

本集團生產基地均位於中國山東省。回顧期內，本集團生產經營穩定，生產設施運行良好。

電力及蒸汽業務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熱電資產的裝機容量為2,760兆瓦，與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裝機容量相
同。回顧期內，本集團發電量約為6,149,000,000千瓦時，較去年同期下降約30.0%。本集團售電量約為5,088,000,000

千瓦時，較去年同期下降約33.5%，主要是由於受疫情不利影響，期內下游客戶對電力需求減少，電力銷售量相應減
少。

回顧期內，本集團發電機組平均利用小時數約為2,228小時，較去年同期約3,184小時下降約956小時。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銷售電力及蒸汽收入約為人民幣1,837,0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33.6%，產生的毛利
約為人民幣432,0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38.5%。本集團電力收入及毛利均較去年同期減少，主要是由於受疫情
不利影響，期內下游客戶對電力需求減少，電力銷售量減少所致。

本集團為旗下所有發電機組配置了煙氣除塵裝置和脫硫脫硝裝置，全面實現超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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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毛利和毛利率
下表是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九年同期，主要產品之毛利及毛利率的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產品種類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棉紗 67,718 4.9 27,918 1.4

坯布 (118,423) (5.9) (156,825) (5.9)

牛仔布 28,593 13.8 34,584 8.4

電力及蒸汽 432,498 23.5 702,478 25.4
    

總計 410,386 7.6 608,155 7.8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紡織品銷售毛利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94,000,000元減少虧損至約人民
幣-22,000,000元；毛利率約為-0.6%，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3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中國政府為應對疫情的影響，出
台了多項優惠政策，受益於山東省政府出台的企業社會保險費階段性減免政策，本集團社保支出減少，人工成本下
降。本集團電力及蒸汽銷售毛利較去年同期減少約38.5%，至約人民幣432,000,000元；毛利率約為23.5%，較去年同
期減少約1.9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期內本集團電力及蒸汽銷售量減少，導致單位固定成本較去年同期增加。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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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00,000元，較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
68,000,000元減少約7.4%。其中，運輸成本由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38,000,000元減少約10.5%至約人民幣34,000,000

元，主要是由於期內本集團紡織品銷售量減少及單位運輸價格下降。銷售人員工資由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7,000,000

元，減少約11.8%至約人民幣15,000,000元，主要是由於棉紡織品銷售量減少所致。銷售佣金約為人民幣6,000,000

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7,000,000元減少約14.3%，主要是由於海外銷售收入減少，佣金支付相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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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132,000,000元，較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
134,000,000元減少約1.5%，主要是由於期內本集團享受企業社會保險費階段性減免政策，行政人員社保支出減少所
致。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57,000,000元，較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75,000,000

元減少約24.0%，主要是由於根據債劵條款，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到期兌付了約人民幣963,000,000的公司債劵
及本集團進一步優化債務結構，償還了部分付息銀行借款。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188,000,000元減少約33.5%至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
125,000,000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稅前利潤減少。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利潤及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利潤約為人民幣155,000,000元，較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
206,000,000元減少約24.8%。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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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主要以經營現金流入滿足營運資金的需求。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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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000,000元，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約為人民幣72,000,000元，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約為人民幣
171,000,000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為人民幣9,991,000,000元，相比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人民幣9,875,000,000元增加約1.2%，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期內實現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入所致。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有效措施保證充足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以滿足業務所需，保持良好穩健的財務狀況。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平均應收賬款周轉日為12天，比二零一九年同期的10天增加2天，與
去年同期相比變化不大。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存貨周轉日為103天，比二零一九年同期的80天增加23天，主要是由
於期內國內外市場需求低迷，紡織品銷售量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使用金融衍生工具。於去年同期，本集團未使用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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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以支持自身業務經營及使股東利益最
大化。本集團持續重視股本和負債組合，確保最佳的資本架構以降低資本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主要是銀行貸款約人民幣2,059,00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人民幣2,109,000,000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淨負債（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附息銀
行貸款及其他借貸）除以權益總值）約為-42.9%（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2.1%）。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未償還銀行貸款詳情載於未經審核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8。本集團通
過使用定息與浮息債務組合來管理利息成本。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的約73.0%為按固定息率計
算，餘下約27.0%為按浮動息率計算。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貸款以人民幣計算；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幣持有，以美元和
港幣計算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佔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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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47,000名員工，較去年同期減少約5,000名。人員的減少主要是期內正常的
人員流動。期內本集團員工成本總額約為人民幣1,369,000,000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624,000,000元，減少約
15.7%，主要是由於一方面，期內本集團員工減少，員工工資相應減少；另一方面，本集團享受企業社會保險費階段
性減免政策，社保支出相應減少所致。

本集團員工的薪酬是根據他們的表現、經驗及行業慣例釐訂。本集團的薪酬政策及細節則會由管理層定期檢討。此
外，管理層亦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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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安全培訓及技能培訓等。

外匯風險
本集團採取嚴格審慎的政策管理匯率風險。本集團的出口收入及進口採購是以美元結算，部分銀行存款以美元計
價。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的約33.5%和購入棉花成本的約23.7%是以美元計算。因人民
幣貶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匯兌收益約人民幣12,000,000元。期內匯率波動並未對本
集團的營運或流動資金帶來任何重大困難或影響。董事相信，本集團將有充裕的外匯以應對需求。

有關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有關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或出售。

持有的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持有對本集團整體運營有重大影響的重大投資。

未來作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資產的計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本中期報告日期，本集團並無批准任何未來作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資產的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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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抵押資產
本集團已抵押資產的詳情載於未經審核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8。

資本承諾
本集團資本承諾的詳情載於未經審核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0。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重大或然負債。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後，截至本中期報告刊發之日，本集團並無發生任何重大事件。

未來展望
展望二零二零年下半年，中國紡織行業面臨的國內外發展環境仍然複雜嚴峻，風險因素明顯增多。全球經濟增長乏
力，國際市場需求疲軟在下半年預計仍是常態，紡織行業的出口形勢依然難言樂觀。但中國經濟正在努力降低外部
環境的不利影響，國家「六穩」「六保」政策有助於經濟循環修復繼續加快，將為紡織行業提供更為有利的內需支撐條
件。

疫情之下，全球生產和市場格局正經歷深刻調整，產業升級成為必由之路。本集團將積極響應政策號召，強化產業
升級創新，實現高質量增長。在銷售端，本集團將密切關注國內外局勢和行業動態，堅持內外銷並重的原則，適時
調整運營和銷售策略。在生產端，本集團將繼續提升自動化、智能化生產水平，進行技術創新，增強企業競爭力。
在產品端，本集團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並發揮企業的產學研用一體化優勢，重點加強功能性面料、功能性服裝的
研發，推動產品結構優化升級，提升企業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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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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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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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備存的登記冊內的權
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內資股的權益：

佔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佔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股東名稱 內資股數目

已發行內資股 

股本總額的 

概約百分比

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 (%)

山東魏橋創業集團有限公司 757,869,600 97.07 63.45

（「控股公司」） （好倉）

山東魏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757,869,600 97.07 63.45

（「魏橋投資」） （好倉）
（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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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H股的權益：

佔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佔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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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類別 H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附註3） (%) (%)

Brandes Investment Partners, L.P. 投資經理 49,524,500（好倉） 
（附註4）

11.97 4.15

Mellon Financial Corporation 受控制法團權益 41,073,100（好倉） 
（附註5）

9.93 3.44

   

附註1： 非上市股份。

附註2： 魏橋投資持有控股公司39%股本權益。

附註3：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股份。

附註4： 根據Brandes Investment Partners, L.P.於聯交所網站列載之權益披露，該等49,524,500股H股由Brandes Investment Partners, L.P.以其投資經理身
份持有。

附註5： 根據Mellon Financial Corporation於聯交所網站列載之權益披露，Mellon Financial Corporation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權益的
41,073,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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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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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及第3分部條文須
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備存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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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的(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
益及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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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淡倉）；或(b)須記錄於本公司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備存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c)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
上市發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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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內資股的權益：

佔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佔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已發行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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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張紅霞女士 

 （執行董事╱董事長）
實益權益 17,700,400 2.27 1.48

   

附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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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聯法團名稱 權益類別

佔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概約百分比
(%)

張紅霞女士 

（執行董事╱董事長）
控股公司 實益權益及配偶權益 

 （附註1）
9.73

（附註1）
張艷紅女士 

（執行董事╱副董事長）
控股公司 實益權益 5.63

趙素文女士（執行董事） 控股公司 實益權益 0.38

趙素華女士（非執行董事） 控股公司 配偶權益 

 （附註2）
4.93

（附註2）
 

附註1： 張紅霞女士擁有控股公司合共9.73%的股本權益，其中7.00%的股本權益由張紅霞女士直接持有。餘下2.73%的股本權益由其丈夫楊叢森先生
持有，而張紅霞女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該等股本權益中擁有權益。

附註2： 趙素華女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其丈夫魏迎朝先生持有的控股公司4.93%的股本權益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其他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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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備存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標準守則而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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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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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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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
召開的審核委員會會議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及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審核委員會亦已聘請外部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中期業績及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聯交所有關上市公司管治的要求，成立薪酬委員會，目的是制定董事與高級管理人員考核的標準並提
出建議；研究和審查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與方案。薪酬委員會由三名董事組成。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三日
召開的薪酬委員會會議已通過了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度董事的薪金、獎金和監事的報酬議案。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聯交所有關上市公司管治的要求，成立提名委員會，目的是至少每年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
（包括技能、知識、經驗及多樣性方面），並就任何為配合本公司的公司策略而擬對董事會作出的變動提出建議；物色
具備合適資格可擔任董事的人士，並挑選提名有關人士出任董事或就此向董事會提供意見；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
立性；及就董事委任或重新委任以及董事（尤其是主席及行政總裁）繼任計劃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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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資料的變動
董事長及執行董事張紅霞女士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獲委任為濱州市企業家協會副會長。

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樹文先生自二零二零年二月起擔任營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
600317）的獨立董事，自二零二零年三月起不再擔任大連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曾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並已於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退市，股份代號：600747）的獨立董事，及自二零二零年三月起不再擔任大連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
學部教授及博士生導師。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及截至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
人員並無任何變化，本公司亦未知悉任何有關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資料的其他變動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1)條的規定作出披露。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應用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原則，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
則條文。

董事及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及監事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訂的標準。經向本公司所有董事及監事作出
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各董事及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以
及本公司有關董事及監事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之規定標準。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中期報告的電子版本將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wqfz.com)刊登。本公司將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及於聯交所和本公司網站刊登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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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規定之所有適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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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香港）信永中和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
希慎道33號利園一期43樓

致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緒言
我們已審閱第25至48頁所載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
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及其他解釋附註。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中期財務資料報告須根據其相關條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貴公司董事負責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報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我們的責任在於根據受聘之協定條款審閱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就此達成結論，並僅向 閣下全體匯報，而
不作任何其他用途。我們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承擔或負上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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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審閱報告（續）

審閱範圍
我們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該等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審閱包括詢問（主要對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務之人士），以及採納分析及其他審閱程序。審閱之範
圍遠小於根據香港審核準則進行之審核，故我們無法確保我們已知悉可通過審核辨別之所有重要事項。因此，我們
並不表達審核意見。

結論
基於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注意到任何事宜可引起我們相信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非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編製。

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關志峰
執業證書號碼：P06614

香港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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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5,430,121 7,783,952

銷售成本 (5,019,735) (7,175,797)  

毛利 410,386 608,155

其他收入 5 128,791 73,122

銷售及分銷開支 (63,124) (68,391)

行政開支 (131,764) (134,236)

其他開支 (9,004) (10,887)

財務成本 6 (56,919) (75,006)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224 656  

稅前利潤 278,590 393,413

所得稅開支 7 (124,542) (188,085)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8 154,048 205,328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54,918 206,330

非控制權益 (870) (1,002)  

154,048 205,32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10 0.13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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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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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9,981,477 10,418,785

使用權資產 12 393,255 405,332

投資物業 20,416 20,784

其他無形資產 68 76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76,200 75,97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 – 16,458

遞延稅項資產 92,150 96,952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563,566 11,034,363  

流動資產
存貨 13 2,902,657 2,765,713

應收貿易賬款 14 290,141 402,19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15 236,326 239,828

已抵押存款 75,718 107,782

銀行結餘及現金 9,991,410 9,875,342  

13,496,252 13,390,855

分類為持作待售的非流動資產 – 1,271  

流動資產總值 13,496,252 13,392,12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6 1,063,656 1,371,593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款項 17 1,007,190 1,069,470

租賃負債 12 13,283 13,336

合約負債 161,727 171,565

應付所得稅 1,040,617 1,039,214

銀行借貸 18 2,059,000 2,109,350

遞延收入 16,569 15,609  

流動負債總值 5,362,042 5,790,137  

流動資產淨值 8,134,210 7,601,98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8,697,776 18,63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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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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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
股本 19 1,194,389 1,194,389

儲備 17,299,034 17,220,5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8,493,423 18,414,946

非控制權益 10,918 11,788  

權益總值 18,504,341 18,426,73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2 54,631 61,259

遞延收入 133,885 143,129

遞延稅項負債 4,919 5,230  

非流動負債總值 193,435 209,618  

權益及非流動負債總值 18,697,776 18,63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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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盈餘 

公積金 保留利潤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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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1,194,389 6,692,394 1,845,222 8,682,941 18,414,946 11,788 18,426,734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154,918 154,918 (870) 154,048

宣派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 – – – (76,441) (76,441) – (76,441)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194,389 6,692,394 1,845,222 8,761,418 18,493,423 10,918 18,504,341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1,194,389 6,692,394 1,845,222 8,662,394 18,394,399 14,451 18,408,850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206,330 206,330 (1,002) 205,328

宣派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 – – – (197,791) (197,791) – (197,791)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194,389 6,692,394 1,845,222 8,670,933 18,402,938 13,449 18,416,387
       

附註： 根據適用法律法規的規定，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及營運的實體須預留╱劃撥其每年部分稅後利潤作法定盈餘公積金。法定盈餘公
積金可用作抵銷以往年度的虧損或增加資本。然而，將法定盈餘公積金用於上述用途後所剩的餘額，最低限度須保持註冊資本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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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的淨現金 214,549 793,304
  

投資業務
已抵押存款減少（增加） 32,064 (263,32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 21,892 8,577

已收銀行利息收入 15,667 17,049

出售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的所得款項 7,240 3,52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 (8,558)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683) (30,660)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的淨現金 72,180 (273,393)
  

融資活動
償還銀行借貸 (897,350) (1,031,350)

已付股息 (76,441) (197,791)

已付利息 (57,800) (46,272)

償付租賃負債 (6,681) (8,479)

已收政府撥款 20,611 600

新增銀行借貸 847,000 1,121,350
  

融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 (170,661) (161,94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的淨增加 116,068 357,96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9,875,342 9,596,558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9,991,410 9,95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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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山東省鄒平縣魏
橋鎮齊東路34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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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公司」）及
山東魏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魏橋投資」），兩家公司均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本集團主要從事棉紗、坯布及牛仔布的生產和銷售以及電力及蒸汽的生產和銷售。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報。人民幣為本公司主要子公司運營所在主要經
濟環境的貨幣（主要子公司的功能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
採用的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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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
效的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3. 收入

收入指銷售棉紗、坯布、牛仔布及電力和蒸汽產生的收入。本集團有關期間收入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來自與客戶合約的收入
－銷售紡織品

• 棉紗 1,395,248 1,970,116

• 坯布 1,991,173 2,637,452

• 牛仔布 206,834 410,936

－銷售電力及蒸汽 1,836,866 2,765,448
  

5,430,121 7,783,952
  



32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分部資料

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董事（即最高營運決策者（「最高營運決策者」））呈報的資料，主要按所
提供的服務類別劃分。

具體而言，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如下：

－ 紡織產品分部生產及銷售棉紗、坯布及牛仔布；及

－ 電力及蒸汽分部生產電力及蒸汽，以供內部生產紡織產品之用，並將剩餘部分向外部客戶銷售。

在設定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時，最高營運決策者並無重合所識別的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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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

下表為本集團按可報告經營分部劃分的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紡織品 電力及蒸汽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部收入 3,593,255 1,836,866 5,430,121

分部間收入 – 324,567 324,567
   

分部收入 3,593,255 2,161,433 5,754,688
  

對銷 (324,567)
 

集團收入 5,430,121
 

分部（虧損）利潤 (119,899) 431,900 312,001
  

未分配收入 128,791

未分配公司開支 (107,597)

未分配財務成本 (54,829)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224
 

稅前利潤 27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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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紡織品 電力及蒸汽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部收入 5,018,504 2,765,448 7,783,952

分部間收入 – 366,846 366,846
   

分部收入 5,018,504 3,132,294 8,150,798
  

對銷 (366,846)
 

集團收入 7,783,952
 

分部（虧損）利潤 (161,362) 683,360 521,998
  

未分配收入 73,122

未分配公司開支 (127,357)

未分配財務成本 (75,006)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656
 

稅前利潤 393,413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虧損）利潤指各個分部所賺取的（虧損）利潤，惟並未分
配中央行政成本、董事酬金、其他收入、若干財務成本及應佔聯營公司利潤。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
向本公司董事報告的方式。

分部間銷售乃按合約雙方共同協定的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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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表為本集團按可報告經營分部劃分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分部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紡織品 7,421,382 7,552,953

電力及蒸汽 6,235,559 6,506,696
  

分部資產總值 13,656,941 14,059,64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76,200 75,976

企業及其他資產 10,326,677 10,290,864
  

資產總值 24,059,818 24,426,489
  

分部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紡織品 1,458,818 1,641,916

電力及蒸汽 672,965 893,460
  

分部負債總額 2,131,783 2,535,376

企業及其他負債 3,423,694 3,464,379
  

負債總額 5,555,477 5,99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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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續）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部間資源分配而言：

－ 除其他無形資產、於聯營公司的權益、遞延稅項資產、未分配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已抵押
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其他企業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部。可報告分部共同使用的資
產按各個可報告分部賺取的收入予以分配；及

－ 除未分配其他應付款及應計款項、應付所得稅、銀行借貸、遞延收入、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企業負債
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各經營分部。可報告分部共同承擔的負債根據分部資產按比例予以分配。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15,356 17,049

解除遞延收入 8,284 9,392

政府撥款（附註） 20,611 600

就受供次級貨物而從供應商獲得的補償 8,690 14,103

租金收入總額 599 400

匯兌收益，淨額 12,133 3,220

銷售廢料及零件的收益 55,363 21,58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684 3,447

出售持作待售的非流動資產的收益 5,969 2,67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減值虧損撥回 39 387

其他 63 264
  

128,791 73,122
  

附註： 政府撥款為來自當地政府相關部門就發展計劃及穩崗補貼等收入，由於本集團已達致相關授出標準，於實際收到時或本期分攤確認
為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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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
－銀行貸款 54,829 46,152

－租賃負債 2,090 2,379

－公司債券 – 26,475
  

56,919 75,006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0,051 182,611

遞延稅項 4,491 5,474
  

124,542 188,085
  

附註：

(a)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中國子公司稅率於兩個期間均為25%。

(b)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內並無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任何應課稅利潤，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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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期內利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利潤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38,234 518,162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077 11,689

投資物業折舊 368 368

攤銷其他無形資產 8 8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7 –

存貨減值虧損撥回 (4,944) (528)

存貨撥備（計入銷售成本） 94,731 92,399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金額 4,929,948 7,083,398

研究及開發成本 43,482 48,547
  

9. 股息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批准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人民幣
76,441,000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建議派發任何股息，自中期期間結束以來亦無建議派發任何股息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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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 154,918 206,330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194,389 1,194,389  

附註：

於兩個期間內，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已發行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花費約人民幣21,141,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人民幣37,017,000元）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出售總賬面值約人民幣20,215,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130,000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獲得約人民幣21,892,000元（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8,577,000元）的現金款項，產生約人民幣1,684,000元的出售收益（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447,000元）。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撇銷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並於期內錄得撇銷物業、廠房
及設備的虧損約人民幣7,000元（二零一九年：無）。

分類為持作待售之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作待售的非流動資產為於二零一九年訂立及於二零二零年履行的銷售協議
項下的若干機器項目。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已售出，現金所得款項約人民幣7,240,000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526,000元），錄得出售之收益約人民幣5,969,000元（截至二零一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67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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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i) 使用權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土地 388,367 399,533

樓宇 4,888 5,799
  

393,255 405,332
  

使用權資產人民幣388,367,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399,533,000元）指位於中國的土地使用權。

本集團就樓宇及物業訂有租賃安排。租期一般介乎一至二十年不等。

(ii) 租賃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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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31 61,259

流動 13,283 13,336  

67,914 74,595  

租賃負債項下的應付款

一年內 13,283 13,336

一年之後，但在兩年之內 13,438 13,430

兩年之後，但在五年之內 30,672 33,257

五年之後 10,521 14,572  

67,914 74,595

減：於 12個月內到期應付的款項 

（於流動負債項下列示） (13,283) (13,336)  

於12個月後到期應付的款項 54,631 6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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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續）

(iii) 於損益賬確認的金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077 11,689

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 2,090 2,379
  

13. 存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存貨的賬面值已扣除減值撥備約人民幣134,726,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143,175,000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存貨撥備約人民幣94,731,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92,399,000元）已
予確認並於銷售成本入賬。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期內其後出售存貨時抵銷撥備，引致存貨撥備減少約人民幣
98,236,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2,153,000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受市況帶動，半製成品及製成品已變現淨值有所上升。因此，本期間
確認半製成品及製成品撇減撥回約人民幣4,944,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28,000元）並計入
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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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應收貿易賬款

應收貿易賬款包括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以下為按發票日期（與有關收入確認日期相近）呈列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287,542 401,604

91至180日 2,296 250

181至365日 3 333

365日以上 300 3
  

總計 290,141 402,190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的平均信貸期為45日。

本集團根據非個別重大客戶共同的賬齡確認應收貿易賬款的全期預期信貸虧損如下：

賬面值總額 虧損撥備 賬面值淨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90日內 287,887 (345) 287,542

91至180日 2,337 (41) 2,296

181至365日 4 (1) 3

365日以上 4,443 (4,143) 300
   

294,671 (4,530) 29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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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應收貿易賬款（續）

賬面值總額 虧損撥備 賬面值淨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0日內 402,087 (483) 401,604

91至180日 254 (4) 250

181至365日 339 (6) 333

365日以上 4,121 (4,118) 3
   

406,801 (4,611) 402,190
   

應收貿易賬款的虧損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年初 4,611 5,199

期╱年內於損益內確認的虧損撥備撥回 (81) (588)
  

於期╱年末 4,530 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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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繳予供應商 68,995 45,574

其他可收回稅項 165,432 187,123

應收利息 483 794

其他應收款 1,749 6,628
  

236,659 240,119

減：其他應收款的虧損撥備 (333) (291)
  

236,326 239,828
  

其他應收款虧損撥備變動載列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年初 291 366

期╱年內於損益內確認的虧損撥備（虧損撥備撥回） 42 (75)
  

於期╱年末 333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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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6.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926,607 1,263,939

91至180日 24,278 32,317

181至365日 54,462 23,989

365日以上 58,309 51,348
  

總計 1,063,656 1,371,593
  

獲授予的平均信貸期為30至60日。本集團設有財務風險管理，以確保於信貸期限內償付所有應付款項。

17.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薪金 274,718 380,109

應計員工福利 449,612 414,432

其他應繳稅項 165,921 148,182

應付利息 2,783 3,664

其他應付款 114,156 123,083
  

1,007,190 1,06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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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8. 銀行借貸

以下載列有關本集團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信息：

a)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所有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為計算單
位。

b)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數約人民幣355,00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06,480,000元）的若干銀行貸款已由本集團總賬面值分別約為人民幣176,240,000元及人民幣56,142,000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約人民幣182,348,000元及人民幣56,955,000元）的若干樓宇、機
器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作出抵押。

19. 股本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註冊、已發行及繳足：
780,77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內資股 780,770 780,770

413,619,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H股 413,619 413,619
  

1,194,389 1,194,389
  

20. 資本承諾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收購機器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撥備的資本開支 12,434 17,184
  



47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1. 關聯方交易

(a) 與關聯方的交易

除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另有披露者外，於期內，本集團與關聯方訂立的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關聯方 交易性質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控股公司 銷售電力 759,779 1,255,880

償付租賃負債及利息 8,663 8,534

採購水 5,006 10,923

控股公司屬下其他子公司 銷售紡織品 134,225 198,859

租金收入總額 584 367

濱州市宏諾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購買蒸汽 5,212 8,208

鄒平縣宏利熱電有限公司 購買蒸汽 1,771 1,835  

(b) 與關聯方的承諾

於報告期末，除附註21(a)之租賃協議外，本集團與若干控股公司屬下其他子公司就銷售承諾訂立銷售
協議，預期於二零二零年年底前履行。



48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1. 關聯方交易（續）

(c)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本公司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於期內的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2,469 2,556

僱員退休福利 49 77
  

2,518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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