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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業績公告  
 

摘要 

 
 

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變化 

牛面革銷量（千平方呎）  14,949  11,439  +30.7% 

收入（千港元）  191,404  178,020  +7.5% 

本年度虧損（千港元）  (2,751) (38,994) +92.9%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0.51) (7.25) +93.0% 

    

關鍵比率（於 12 月 31 日）  2020年  2019年  變化 

流動比率   3.13倍  3.01倍  +4.0% 

速動比率  2.17倍  1.72倍  +26.2% 

資產負債率  88.9%  93.4%  -4.8% 

總資產值（千港元）  251,528  238,733  +5.4% 

每股淨資產值（港元）  0.05  0.03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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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粤海制革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 2020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的綜合業績及比較數字。  

 

綜合損益表 
 

 附註 2020年 2019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191,404 178,020 

 

銷售成本   (177,675) (183,81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毛利／(毛虧)   13,729 (    5,795)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6,180 4,530 

銷售及分銷開支   (    1,510) (    1,586) 

行政開支   (  20,033) (  24,628) 

廠房及設備項目減值   (    3,183) (       860)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6,837 (    4,895) 

財務費用  5 (    4,644) (    5,69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除稅前虧損  5 (    2,624) (  38,928) 

 

所得稅開支  6 (       127) (         66)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本年度虧損   (    2,751) (  38,99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每股虧損  7 
  
 - 基本   (0.51)港仙 (7.25)港仙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 攤薄後   (0.51)港仙 (7.25)港仙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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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2020年 2019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   (     2,751)  (   38,99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在其後的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盈餘／（虧絀）   440  (     2,258) 

所得稅影響   (        110)  563      ________  ________ 

   330  (     1,695) 
 

在其後的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0,677  (     3,664)      ________  ________ 

 

經扣除稅項後之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11,007  (     5,359)      ________  ________ 

 

本年度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8,256  (   44,353)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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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附註 2020年 2019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871 42,484 

使用權資產   12,581 11,208    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值   55,452 53,692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  

存貨   60,260 78,930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金  9 72,277 56,384 

已抵押銀行結存   2,600 895 

現金及銀行結存   60,939 48,832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總值   196,076 185,041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  10 43,754 33,62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 13,479 20,010 

應付稅項   29 63 

計息銀行貸款   386 3,152 

應付一間中國合營夥伴款項   1,131 1,131 

準備   3,790 3,560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負債總值   62,569 61,537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   133,507 123,504    ________ ________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8,959 177,196    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負債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137,200 142,379 

其他應付款項  11 20,428 15,797 

遞延稅項負債   3,387 3,277    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值   161,015 161,453    ________ ________ 
 

淨資產   27,944 15,743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權益  

股本   75,032 75,032 

其他儲備   (    47,088) (    59,289)    ________ ________ 
 

權益總額   27,944 15,743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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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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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編製而成。除分類為物

業、廠房及設備之樓宇和應收票據以公允值計算外，財務報表乃依照原始成本會計慣

例編製。除另有註明者外，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所有金額均調整

至最接近的千元（千港元）。  

 

此份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初步年度業績公告所包括的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有關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等年

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就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而言，乃取材自該

等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436 條須予披露與此等法定財務報表有關之進一步

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香港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提

交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將於適當時候提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有關本集團於兩個年度之此等財務報表之核數師報告已經編製。核數師報告中並無發

表保留意見；並無提述核數師在不就報告作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之方式促請有關

人士注意之任何事宜；亦不載有香港公司條例第 406(2)、407(2)或 (3)條所指之陳

述。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附屬公司指本

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實體（包括結構性實體）。當本集團就參與被投資方而產生之

可變回報承擔風險或享有權利，並有能力行使對被投資方之權力（即本集團獲賦予現

有能力以主導被投資方相關活動之現有權利）以影響回報時，即取得控制權。  

 

倘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少於被投資方大多數之表決權或類似權利，則本集團於評估

其是否擁有對被投資方之權力時會考慮一切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a)  與被投資方之其他投票人之間的合約安排；  

(b)  其他合約安排所產生之權利；及  

(c)  本集團之表決權及潛在表決權。  

 

附屬公司與本公司之財務報表的報告期間相同，並採用一致的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

司之業績由本集團取得控制權當天，直至該等控制權終止為止綜合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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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之各項組成部份乃歸屬於本集團母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

使此歸屬導致非控股權益錄得虧絀結餘亦然。集團內公司間之所有資產與負債、權

益、收入、開支及與本集團成員之間進行交易有關之現金流，均於綜合時全數抵銷。  

 

倘事實及情況顯示上述三項控制因素之一項或多項出現變動，本集團會重新評估其是

否控制被投資方。一間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發生變動（並未喪失控制權），則按權

益交易入賬。  

 

倘本集團失去對一間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其撤銷確認(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

譽）及負債； (i i)任何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及 (i i i)於權益內記錄之累計匯兌差額；及

確認 (i)所收代價之公允值； (i i)所保留任何投資之公允值及 (i i i)損益賬中任何因此產

生之盈餘或虧絀。先前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之本集團應佔部份按照本集團直接出售

相關資產或負債時所須依據之相同基準重新分類為損益或保留溢利（視何者屬適

當）。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改變  

 

本集團在編製本年度財務報表時已採納 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並首次採納以下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    重大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經修訂）  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減免（提早採納）  

  
採納上述 2018 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

構成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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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於該等財務報表中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  概念框架的提述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利率基準改革–第 2 階段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2011 年）  

（經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
售或注資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  保險合同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經修訂）  保險合同 3 , 6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經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3 , 5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經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
款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 號（經修訂）  虧損合約  –  履行合約的成本 2
 

2018 年至 2020 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9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所附之說明性例子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41 號之修訂本 2
 

 
1
 於 202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 2022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 2023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但可予以採納  

5
 因應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香港詮釋第 5 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涉及
按要求償還條款之有期貸款的分類已於 2020 年 10 月作出修訂，以使相關字眼一

致，而結論並無變動  
6
 因應於 2020 年 10 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進行的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4 號已作出修訂，以延長臨時豁免，將准許保險商於 2023 年 1 月 1 日之前開始

之年度期間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而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本集團現正就該等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初步實施的影響作出評估。本集團尚未

能確定該等準則會否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類資料  

 

 鑑於本集團年內超過 90% 之收入、業績及資產均與中國內地皮革半製成品及製成品

加工及銷售業務有關，故本集團並無呈列獨立之經營分類資料分析。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以下客户的收入分别占集团合并銷售收入的 10％以上：   
 
 2020年 2019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48,662  不適用* 

 客戶乙   28,232  34,203 

 客戶丙   20,961  22,856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向客戶甲的銷售額占本集團總收入的比例少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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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分析如下：  
 

 2020年 2019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皮革加工及銷售   191,404 178,02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 i)  分拆收入資料  

  

 當貨品於某個時點轉讓予客戶，即確認收入。於本報告期初，包括於合約負債內

之本報告期間確認之收入金額為 119,000 港元（2019 年：3,701,000 港元）。  

 

( i i)  履約責任  

  

 有關本集團履約責任之資料概述如下：  

 

 貨品銷售  

 於某個時點交付貨品後，即告達成履約責任，而款項一般於交付日期起 90 至 180

日內結算，惟新客戶除外，一般會要求新客戶預先支付款項。  

 

 2020年 2019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及收益  

 財務收入   136 72 

 銷售廢料   709 762 

 政府補貼*  1,724 1,019 

出售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入   2,047 -  

 分包皮革加工收入   200 2,399 

匯兌收益淨值   439 -  

 其他   925 278    ________ ________ 
  

    6,180 4,53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集團從中國地方政府取得 1,724,000 港元

（2019 年：1,019,000 港元），以作為支持本集團於中國内地的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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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2020年 2019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成本   208,919 175,92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416 1,985 

 使用權資產折舊   323 949 

 

 下列各項利息：  

  銀行貸款及向銀行貼現應收票據   381 174 

  租賃負債   60 74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3,655 5,078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   548 368    _______ _______ 
 

     4,644 5,694    _______ _______ 

 

 僱員福利開支（不包括董事酬金）： 

  工資及薪金   25,035 21,633 

  退休金計劃供款（定額供款計劃）*  1,852 2,834    _______ _______ 
 

     26,887 24,467    _______ _______ 

  

 存貨準備 /（撥回）**  (  31,244) 7,887 

 於計量租賃負債時並無計入的租金   4 71 

 

 核數師酬金   1,500 1,500 

 

 金融資產之減值，淨額  

    應收貨款之減值 /（減值撥回）#   (    2,173) 2,207 

    計入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之金融資產減值撥回，淨額#            (         25) (         37)    _______ _______ 
 

     (    2,198) 2,170    _______ _______ 

 

 使用權資產減值#       107 1,855 

 應付款項和應計費用撥回#   (    3,899) - 

 終止確認租賃負債收益#   (       847) - 

 

 * 於 2020 年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並無可作扣減未來年度退休金計劃供

款額之沒收供款。  

 

 ** 該項計入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内。  

 

          #    該等項目計入綜合損益表之「其他經營收入 /（開支），淨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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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所得稅  
 

 本集團在年內並無任何調整源自香港的應課稅溢利，故並無就香港利得稅作出準備      

（2019 年：無）。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經營產生的應課稅溢利，已按中國內地的現行

稅率計算税項。  

 

 2020年 2019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年度－中國內地 

   年度支出  127 148 

   以前年度多計提     -    (  82)   _______ _______ 
 

 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127 66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年度虧損以及年內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 538,019,000 股

（2019 年：538,019,000 股）計算。  

 

每股基本及攤薄後虧損乃按以下數據計算：  

 

 2020年 2019年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年度虧損       2,751        38,994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股份數目  

 2020年 2019年 

股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年內已發行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數   538,019,000 538,019,00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由於截至 2020 年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並無存在攤薄事件，故並無對截至

2020 年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的計算作出調整。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末期股息（2019 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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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2020年  2019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貨款  (i) 32,527 26,947 

 應收票據  (i) 38,440 24,96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ii) 1,310 4,474     ________ ________ 
    

    72,277 56,384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附註：  

 

( i)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先繳付貨款外，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付款期通常以記賬形式進

行。發票一般須於發出日期 60 日內支付，惟若干具規模之客戶之付款期延長至

150 日。每位客戶有其最高信貸額。本集團嚴格控制其未償還應收款項以盡量減

低信貸風險。逾期未付之結欠由高級管理人員定期檢討。鑒於上述情況以及事實

上本集團之應收貨款與大量分散的客戶有關，因此不存在信貸風險過份集中的情

況。本集團未就應收貨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實施其他加強信貸的措施。應收

貨款為不計息。應收貨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於期末結算日，應收貨款及應收票據按付款期限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0年 2019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70,458 50,902 

 逾期少於 3 個月   1,074 1,109 

 逾期 3 至 6 個月   - 1,726 

 逾期多於 6 個月   - 2,389    ________ ________ 

   71,532 56,126 
 

減值   (         565)  (      4,216)    ________ ________ 
 

   70,967 51,91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i i)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賬面原值為 346,000 港元（2019 年：350,000 港元）之

其他應收款項已作出 346,000 港元（2019 年：350,000 港元）準備。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準備變動如下：  

    

 2020年 2019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於 1 月 1 日   350 394 

 減值撥回   (          25) (          37) 

 匯兌調整   21  (            7)    _______ _______ 
 

 於 12 月 31 日   346 350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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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貨款  

 

 於期末結算日，應付貨款按收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0年 2019年 

  千港元 千港元 

 

 3 個月內   29,356 25,781 

 3 至 6 個月   11,444 5,021 

 超過 6 個月   2,954 2,819    _______ _______ 
 

   43,754 33,621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本集團的應付貨款均為免息及一般須在 90 天內付款。應付貨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值

相若。  

 

 (1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20年 2019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附註) 12,586 18,595 

 合約負債   463 530 

 租賃負債   430 885    _______ _______ 
 

   13,479 20,010    _______ _______ 

  

 非即期  

 其他應付款項  (附註) 20,417 14,980 

 租賃負債   11 817    _______ _______ 
 

   20,428 15,797    _______ _______ 

  

總額   33,907 35,807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附註：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直接控股公司的應計利息 20,417,000

港元（2019 年：14,980,000 港元），該款項為免息及無抵押，於 2023 年 7 月 31 日

前不需償還（2019 年：自 2019 年 2 月 28 日起兩年內償還），乃來自直接控股公司

提供之貸款。  

 

本集團的其他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享有平均 3 個月的付款期。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與

其公允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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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 

 

業績  

 
本人向股東呈報，本集團 2020 年之股東應占綜合虧損為 2,751,000 港元（2019 年：

38,994,000 港元），較上年大幅減虧 92.9%。每股基本虧損為 0.51 港仙（2019 年：

7.25 港仙）。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末期股息（2019 年：無）。  

 

回顧  

 
2020 年，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疫情」）常態的形勢下，對消費品行業的經營

活動造成了嚴重影響；境外疫情暫未緩解 ,  對世界經濟以及我國出口行業造成巨大衝

擊，外部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皮革行業產能過剩的情況持續，加上市場消費需求因消

費者求新求異以及替代品不斷增加，導致真皮鞋面革需求萎縮，給制革企業營運帶來

巨大壓力。面對鞋面革市場外部環境急劇變化，本集團堅持以「保持平穩經營、確保

資產安全」為總體策略，以全力銷售舊庫存、優化庫存結構為核心目標開展工作。年

內，本集團密切關注疫情發展和市場變化，適時調整經營策略，結合市場實際情況，

合理安排生產銷售，通過新工藝的開發加速庫存去化，抓住毛皮低位的有利時機，結

合銷售訂單需求低成本進行毛皮採購，同時加強各項成本的管控力度，最大限度降低

行業下行帶來的經營風險。年內，本集團在疫情的沖擊下保持了生產銷售穩定。本集

團年內雖仍錄得虧損，但經營業績較去年大幅改善。  

 

本集團年初制定了年度全面預算計劃，確定了各項生產經營目標和策略。銷售方面，

本集團年內與市場需求對接，加大產品升級和新產品的研發力度，新產品均受到客戶

認可，同時積極走訪客戶，結合客戶需求安排生產，通過優化庫存結構及工藝研發實

現庫存去化。採購方面，年內本集團持續推動降本增效工作，加強對供應商的管理，

根據訂單需求尋找合適的採購節點，做好產供銷的成本管理，在保證工藝品質的前提

下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產品競爭力。此外，在環保要求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年內本集

團與環保部門保持密切溝通，按照環保部門要求，加強固廢分類處置，水質指標的分

析檢測等工作 ,  建立長效污泥清運機制，強化環保風險防控措施，保證生產環境安全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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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預計 2021 年，鞋面革市場仍面臨產能過剩、需求不振、盈利空間收窄等問題，加上

在疫情常態的形勢下，將提升行業優勝劣汰的速度，資源整合加速，兩極分化日趨嚴

重，制革行業將面臨新一輪的挑戰。本集團將以「實施產品戰略、產能優化、創新升

級」作為未來的經營策略，努力維持業務穩定，提高經營效益。本集團將繼續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一方面圍繞產品的戰略形成多產品體系的格局，強化產品開發和設計，

同時實施全流程質量的把控，提升產品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本集團將持續關注原

皮價格趨勢，按需開展採購，並積極開拓加工業務，通過產能優化，提升生產規模效

益，降本增效。同時，多元化開展創新業務，提升產品綜合附加值，保障利潤空間。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深化全面風險管理，加強環保、安全、內控等關鍵風險的體系建

設，確保生產安全，爭取扭虧。  

 

 

 

 

董事長  

曠虎  

 

 

香港，2021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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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股東應佔綜合虧損為 2,751,000 港元，較

去年同期的 38,994,000 港元，大幅減少虧損 36,243,000 港元或 92.9%。  

 

本集團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資產淨值為 27,944,000 港元，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及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資產淨值分別增加 12,201,000 港元和 21,798,000 港元。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末期股息（2019 年：無）。  

 

業務回顧  

 

2020 年，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疫情」）影響，上下游產業鏈均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響，對皮革類企業的各項經營活動造成重大衝擊 ,  雖然下半年國內疫情稍有放

緩，但鞋面革市場仍面臨產能過剩、需求不振等問題，經營空間進一步受到擠壓，導

致制革行業盈利空間收窄。年內，本集團以“穩生產、去庫存、降風險、求創新、保

穩定”為目標，一方面持續加強市場推廣和客戶走訪 ,  以“全產品生產、全產品銷

售”的營銷策略為原則；另一方面，本集團積極調整和完善產品結構，推進微研發，

提高產品附加值，改善產品的盈利能力，以上措施一定程度地減低行業下行帶來的經

營風險，保障產銷穩定。年內通過多元化渠道推進長貨齡庫存的銷售和去化，實現庫

存轉化為現金流，同時舊庫存的銷售使毛利由虧轉盈，加上行政開支減少和其他經營

收入增加，使本集團的經營虧損較去年同期大幅減少。  

 

環保方面，國家持續加強行業環保管理，對環保要求越來越高，清潔生產工藝、資源

迴圈利用水準不斷提升。年內，縣政府積極規劃，地方配套不斷完善，本集團年內加

大環境改善工程的投入，加裝廢氣收集處理監測系統和進行氣體收集處理排放等工

作，改造內部環境，令生產和員工生活環境大為改善。同時，加強水質指標的分析檢

察工作，建立長效及時的污泥清運機制，確保生產環境安全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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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牛面革總產量為 13,058,000 平方呎，較去年的 9,851,000 平方呎增加 3,207,000

平方呎，上升 32.6%；灰皮產量為 6,399 噸，較去年的 1,891 噸增加 4,508 噸，上升

238.4%。年內牛面革總銷量為 14,949,000 平方呎，較去年的 11,439,000 平方呎增加

3,510,000 平方呎，上升 30.7%；灰皮銷量為 6,399 噸，較去年的 2,290 噸增加

4,109 噸，上升 179.4%。  

 

2020 年，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為 191,404,000 港元，較去年的 178,020,000 港元增

加 13,384,000 港元，上升 7.5%。其中：牛面革的銷售額為 170,736,000 港元（2019

年：168,729,000 港元），上升 1.2%；灰皮及其他產品則為 20,668,000 港元（2019

年：9,291,000 港元），上升 122.5%。上半年受疫情影響，在市場生產經營停頓的

被動局面下，本集團作為徐州睢寧當地首批企業迅速復工復產，並持續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確保產銷穩定和生產安全，減低了疫情下對本集團生產經營的影響。年內，雖

然皮革市場終端產品價格下降，導致鞋面革產品銷售單價下跌，抵銷了原料皮採購價

格下降的優勢，本集團在下半年通過加強產品研發以及對接客戶和市場推廣，產品迅

速佔領市場，銷售量和銷售收入較去年均有所增加。  

 

銷售方面，行業經濟下行，產能過剩，傳統鞋面革產能供大於求的基本格局沒有改

變，同時，市場消費需求變化，導致真皮鞋面革需求比重降低，加上上半年因疫情影

響，訂單不足，使鞋面革市場需求持續萎縮。面對上述困難，在年中疫情稍有緩和

後，本集團加大推銷力度，積極銷售舊庫存，銷量逐步回升，加上積極推進研發工

作 ,  新產品獲得市場高度認可，在不利環境下實現了全產品的快速銷售和去化，扭轉

上半年銷售下跌的局面，下半年實現生產銷售大幅增長。  

 

採購方面，年內本集團重點關注疫情形勢變化，動態監察國際原皮價格走勢，根據訂

單需求、庫存和產品結構情況進行對應採購。此外，本集團根據“以銷定購”的策略

組織原料採購工作，在 2019 年有效控制採購規模的基礎上，本集團年內利用疫情引

發毛皮價格大幅下跌的時機，在現金流安全的前提下，及時把控毛皮價格下降的機會

按需採購毛皮，創造了較佳的產品成本優勢。年內採購總額為 132,493,000 港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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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集團的綜合庫存為 60,260,000 港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78,930,000 港元），較 2019 年 12 月 31 日減少 18,670,000 港元，下跌

23.7%。2020 年初，本集團繼續以去庫存為目標，以實現正現金流為首要任務，在

疫情情況下毫不動搖，從長遠戰略的角度堅定消化庫存。年內本集團強化產品開發和

產品線設計，實現多元化、多階段、全方位產品銷售，通過工藝研發和產品整改整合

等全力銷售舊庫存，解決了滯留庫存的問題，庫存結構較去年末大幅改善。本集團根

據存貨貨齡情況和其可變現淨值進行重估，並就 2 0 2 0 年計入存貨準備回撥凈

額 31, 244,000 港元（2019 年計提存貨準備凈額：7,887,000 港元）。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為 42,871,000 港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42,484,000 港元），較 2019 年 12 月 31 日增加 387,000 港元或 0.9%。鑑

於年內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出現虧損，根據貼現現金流法，以使用價值方式計算廠房及

設備之可收回金額，並就 2020 年計提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3,183,000 港元（2019

年：860,000 港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餘額為 60,939,000 港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48,832,000 港元），較 2019 年 12 月 31 日增加 12,107,000 港元，增幅

為 24.8%，其中：港元存款佔 4.2%、人民幣佔 95.2%及美元佔 0.6%。年內來自經營

業務的現金流入淨額為 14,606,000 港元，主要是存貨減少使淨現金流入增加；投資

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為 5,245,000 港元，主要是支付購置機器和設備費用及巳抵押存

款增加；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為 642,000 港元，主要支付租賃費用。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的計息貸款共 386,000 港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

145,531,000 港元），為美元計息貸款。本集團的貸款來自銀行提供的短期貸款結餘

386,000 港元，以合共 51,621,000 港元的銀行存款、樓宇及租賃土地，並以浮動利

率計息。年內，本集團取得直接控股公司對其 137,200,000 港元長期無抵押貸款利息

的豁免，利息豁免期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為期一年。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的總負債對股東權益加總負債之比率為 83.1%（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比率：90.2%）。年內貸款之年息率約為 1.3%至 4.2%。年內本集團

利息支出為 4,644,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 18.4%，主要是貸款利率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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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的銀行信貸和來自一間附屬公司的無抵押信貸（「信

貸」）總額為 71,292,000 港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銀行信貸 85,170,000 港

元），其中已使用的銀行信貸額為 386,000 港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  3,152,000

港元），尚未動用的信貸額為 70,906,000 港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銀行信貸  

82,018,000 港元）。考慮現有之現金資源及可動用的信貸額，本集團有足夠財務資

源以應付日常經營所需。  

 

資本性開支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等非流動資產淨值為

55,452,000 港元，較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淨值 53,692,000 港元增加 1,760,000 港

元，年內資本開支合共為 5,769,000 港元（2019 年：1,175,000 港元），主要為支付

購置機器和設備費用，以配合本集團的生產需要。  

 

資產抵押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 2,600,000 港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

895,000 港元）、樓宇 37,392,000 港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36,801,000 港元）及

租賃土地 11,629,000 港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11,208,000 港元）已抵押予銀行，

以取得一般銀行授信額度。  

 

匯率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交易基本以港幣、美元或人民幣計值。本集團承擔之主要外幣

風險來自向海外供應商進口之採購，採用與營運有關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計值。產

生此風險之貨幣主要為美元兌人民幣。本集團於年內並無對沖因匯率波動產生之風

險。倘本集團認為其外幣風險情況適宜進行對沖，本集團可能使用遠期或對沖合同降

低該等風險。  

 

僱員薪酬政策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有 392 名員工（2019 年 12 月 31 日：378 名）。本集

團之薪酬政策乃按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僱員之表現而定。本集團實施員工績效量化考

核，建立以「權責結合、績效掛鈎」為核心內容的經營考核機制，獎勵方案以本集團

經營效益為依據，按不同檔次計提獎金，並根據個人業績獎勵給管理層、業務骨幹及

優秀員工，有效地調動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此外，本集團不同地區之僱員均參與社

會及醫療保險以及退休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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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明白達致配合其業務所需且符合其所有權益持有人最佳利益之最高標準企業管

治的重要性，且已致力進行有關工作。為達致以上目標，本集團應用《香港聯合交易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所列載之原則。  

 

本公司之董事（「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內一直遵

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及在適當時，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適用的建議最佳常

規，惟下列偏離守則的情況除外：  

 

馮力先生、蔡錦輝先生和陳昌達先生自本公司於 2020 年 6 月 19 日舉行的股東周年

大會結束時退任 /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提名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和薪酬

委員會的成員等職務；而楊萬里先生、梁聯昌先生和楊格先生（「新獨立非執行董

事」）則自 2020 年 8 月 14 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提名委員

會、審核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的成員等職務。  

 

據此，於 2020 年 6 月 19 日至 2020 年 8 月 13 日期間，本公司並未能符合下述《上

市規則》的要求：  

 

（1）《上市規則》第 3.10(1)條及第 3.10A 條有關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人數和

比例之規定；  

 

（2）《上市規則》第 3.21 條有關審核委員會成員和組成之規定；  

 

（3）《上市規則》第 3.25 條有關薪酬委員會成員和組成之規定；及  

 

（4）《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 A.5.1 條有關提名委員會成員和組成之規定。  

 

此外，由於直至 2020 年 8 月 14 日，薪酬委員會並無任何成員，上述新獨立非執行

董事的薪酬在未有任何薪酬委員會的建議下由董事會審議決定。  

 

年度業績審閲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上市的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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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 202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至 2021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首尾兩

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該期間內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轉讓。為確

定有權出席本公司將於 2021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及投票之

股東，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 2021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下

午 4 時 30 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

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4 樓。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曠虎  

 

香港，2021 年 3 月 26 日  

 
於本公告日期， 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曠 虎先生及孫軍先生 ；兩名非執行董事  

丁亞濤先生及喬健康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萬里先生、梁聯昌先生及  

楊格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