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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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amyue Holdings Limited
南 粵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股份代號：01058）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未經審核財務摘要

2022年 2021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2,989 112,398 -61.8%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18,943) (3,995) +374.2%

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 (3.52)港仙 (0.7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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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料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

南粵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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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2021年相應期間之比較
數字。此等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附註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皮革加工及銷售 3 42,989 112,398
銷售成本 (46,445) (98,979)

（毛虧）╱毛利 (3,456) 13,419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981 1,429
銷售及分銷開支 (736) (835)
行政開支 (15,999) (13,766)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423 824
廠房及設備項目減值 – (3,595)
財務費用 4 (156) (1,364)

除稅前虧損 4 (18,943) (3,888)

所得稅開支 5 – (107)

本期虧損 (18,943) (3,995)

每股虧損 6
– 基本及攤薄 (3.52)港仙 (0.7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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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虧損 (18,943) (3,995)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在其後的期間將不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其他 

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虧絀）╱盈餘 (310) 445

所得稅影響 78 (111)

(232) 334

在其後的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5,654) 1,981

除稅後之本期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5,886) 2,315

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24,829) (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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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6月30日

2022年 2021年
附註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897 45,434

使用權資產 12,056 12,622

非流動資產總值 54,953 58,056

流動資產
存貨 94,927 91,534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8 51,741 59,629

已抵押銀行結存 98 123

現金及銀行結存 6,356 18,942

流動資產總值 153,122 170,228

流動負債
應付貨款 9 23,897 25,06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1,457 23,757

應付稅項 51 72

計息銀行貸款 8,087 –

應付一間中國合營夥伴款項 1,234 1,131

流動負債總值 54,726 50,028

流動資產淨值 98,396 120,200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53,349 178,256



5

2022年 2021年
附註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流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642 3,720

非流動負債總值 3,642 3,720

淨資產 149,707 174,536

權益
股本 75,032 75,032

其他儲備 74,675 99,504

權益總額 149,707 174,536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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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會計政策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料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錄十六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料不包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規定之全部資料及披露，並應與
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於編製此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料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截至2021

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惟採納於2022年1月1日生效之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

此份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財務資料所載用作比較之截至2021年12

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資料並不構成本公司該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出自該等綜合
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規定而披露之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
一步資料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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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數師已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數師報告並無發
表保留意見；亦無提述核數師在無提出保留意見下強調須予注意的任何事項；亦無載有根據
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06(2)條、第407(2)或(3)條作出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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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集團採納的新準則及準則修訂

若干準則修訂適用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毋須因採納該等準則而變更其會計政策或作出
追溯調整。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起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
得款項

2022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約成本 2022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引用概念框架 2022年1月1日
會計指引第5號（經修訂） 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處理 2022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 

2020年之年度改進
2022年1月1日

(b) 以下為已頒佈但於2022年1月1日起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及本集團尚未提前採納的新準
則、新詮釋及對準則及詮釋的修訂：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起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2023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2023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源自單一交易的資產及負債的 

相關遞延稅項
2023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流動或非流動負債分類 2023年1月1日
香港詮釋第5號（2020年） 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含有按 

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202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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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起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 

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之披露 2023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及其聯營企業或合資企業之
間的資產出售或投入

有待釐定

本集團現正在評估新準則、新詮釋以及對準則及詮釋的修訂的全面影響。

2. 經營分類資料

鑑於本集團超過90%之收入、業績及資產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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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料分析。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料

來自個別客戶的收入分別佔本集團綜合收入10%以上的情況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甲 8,672 23,197

客戶乙 7,519 20,705

客戶丙 5,165 1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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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銷售加工皮革 42,989 112,398

當貨品於某個時點轉讓予客戶，即確認收入。

其他收入及收益明細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財務收入 – 71

銷售廢料 – 363

政府補助 612 688

分包皮革加工收入 337 236

其他 32 71

981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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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存貨成本* 46,445 101,322

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955 1,956

使用權資產折舊 162 161

下列各項利息：
銀行貸款及向銀行貼現應收票據 144 151

租賃負債 12 10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 1,111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 92

156 1,364

存貨準備撥回* – (2,343)

* 此等項目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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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中國內地附屬公司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於計算應課稅收入時，該等附屬公司可額外
扣除100%經審定的研發開支。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中國內地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就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作出準備（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107,000港元）。

香港附屬公司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6.5%。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
溢利，故並無就香港企業所得稅作出準備（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中國內地
本期計提 – 107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期虧損約18,943,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六個月：約3,995,000港元）
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538,019,000（於2021年6月30日：538,019,000）計算。

由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及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並無存在攤薄事件，故於計算每股攤薄後虧損
時，並無對截至2022年6月30日及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調整。

7.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六個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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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金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31,470 35,140

應收票據 18,543 23,00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28 1,484

51,741 5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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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款與大量分散客戶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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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為不計息。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付款期限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47,670 58,045

逾期少於3個月 2,343 100

50,013 5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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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貨款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應付貨款按收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11,246 16,628

3至6個月 6,197 5,440

超過6個月 6,454 3,000

23,897 2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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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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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本公司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綜合虧損約為18,943,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約3,995,000港元，增加虧損約14,948,000港元或374.2%。

本集團於2022年6月30日的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149,707,000港元，較2021年12月31

日的資產淨值約174,536,000港元減少約24,829,000港元。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
六個月：無）。

業務回顧

2022年上半年，隨著國家環保政策法規的頒佈以及淘汰落後產能的推行，皮革行業
競爭加劇，加上全球疫情未有放緩，國際貿易環境的變化以及大宗原材料價格上漲
等因素，均進一步考驗皮革生產企業的綜合實力和應變能力。期內，本集團以「實
施產品戰略、產能優化、創新升級」為主要工作思路，一方面通過對標行業和優秀企
業、加強基礎管理，努力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實施「全產品生產、全產品銷售」的營
銷策略，同時積極推動產能規模化，提升規模效益，降低單位生產成本。此外，本集
團積極拓展多元化創新業務，提升產品綜合附加值，創造新的利潤增長點，提高經
營效益。期內，產品單位成本增加及牛面革銷量減少導致產生毛損。因此，由於其他
行政費用無法根據銷量減少，經營虧損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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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許多國家已放寬疫情防控措施。儘管COVID-19的症狀已普遍消退，但全球感
染率進一步上升，為中國大陸應對輸入性病例帶來更大疫情控制壓力。於本期間，
疫情於全國蔓延，部分地區出現供應鏈停產、物流運輸中斷等問題，嚴重影響供應
鏈穩定性。此外，牛皮、灰皮、化學品等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以致天然氣、電力等
能源成本亦大幅上漲。由於本公司主要工廠所在地江蘇省徐州睢寧縣的疫情防控，
生產營運已暫停數週，導致庫存交付量下降。

環保方面，國家和地方近年對環保標準的配套，環保管控越來越嚴格，固體廢物污
染、排污管理等條例已於2022年上半年全面實施，制革行業除了需要提升技術和增
加環保投入外，還要特別做好規範管理。期內，本集團實施危廢倉庫重建工程，設置
智慧終端和視頻監控，同時加強污水站各項指標的分析監測，動態監控生化系統，
防止出現超標排放現象，保證生產環境安全穩定。

期內牛面革總產量為1,699,844平方呎，較去年同期的6,748,817平方呎減少5,048,973

平方呎，下降74.8%；灰皮產量為622噸，較去年同期的2,936噸減少2,314噸，下降
78.8%。期內牛面革總銷量為772,825平方呎，較去年同期的7,315,574平方呎減少
6,542,749平方呎，下降89.4%；灰皮銷量為694噸，較去年同期的2,936噸下跌2,242噸，
下降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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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約為42,98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112,398,000港元減少約
69,409,000港元或61.8%，其中牛面革的銷售額約為37,823,000港元（2021年6月30日止
六個月：約100,497,000港元），下降約62,674,000港元或62.4%；灰皮及其他產品則約
為5,076,000港元（2021年6月30日止六個月：約11,901,000港元），減少約6,825,000港元
或42.7%。期內，本集團積極進行客戶拜訪，重點關注區域客戶，分析市場趨勢和走
向，與客戶簽訂銷售戰略協議，穩定訂單，同時抓住市場機會適時將庫存大量推銷。

銷售方面，產能過剩，新材料替代品不斷湧現等問題依然持續，加上消費需求不斷
變化，消費者對時尚設計、品種檔次、品質等要求越來越高，制革行業需要整體向多
樣化、個性化、智慧化、綠色化方向發展。期內本集團積極應對市場變化，及時調整
銷售策略，對應市場需求，多渠道提升研發投入，突出產品優勢，新產品受到客戶認
可，主營產品領先市場，大大提升集團競爭能力。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綜合庫存約為94,927,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約
91,534,000港元），較2021年12月31日增加約3,393,000港元或3.7%。本集團繼續以去
庫存為經營策略，通過全流程品質把控，動態監控存貨成本，強化庫存控制，積極提
高產成品銷售去化率。期內，本集團一方面針對皮源級別及分檢標準，合理組織皮
源生產；另一方面結合市場需求，加強技術研發，根據庫存皮結構制定與成品對位
的生產計劃，動態監控庫存產品結構，進行多元化庫存產品的銷售和去化，把滯留
存貨轉化為現金流，保證其正常營運的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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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約為42,897,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

日：約45,434,000港元），較2021年12月31日減少約2,537,000港元或5.6%。

財務回顧

流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餘額約為6,356,000港元（於2021年12月
31日：約18,924,000港元），較2021年12月31日下跌約12,586,000港元，減幅為66.4%，
其中港元佔6%及人民幣佔94%。期內來自經營業務的現金流出淨額約為8,612,000港
元，主要是存貨增加所致。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約為3,291,000港元，主要是由於
支付裝修、購置機器和設備費用所致。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約為162,000港元，
主要由於支付租賃費用所致。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貸款約為8,087,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
無）。本集團的貸款來自銀行提供的短期貸款，以合共約50,660,000港元的銀行存款、
樓宇及預付土地租金作抵押，並以浮動利率計息。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貸款負債對股東權益之比率為5.3%（於2021

年12月31日：零）。期內貸款之年息率約為2.5%至3.5%。期內，本集團利息支出約為
15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208,000港元或88.6%，主要是2021年9月長期無抵
押貸款利息豁免導致銀行貸款產生極少利息支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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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性開支

於2022年6月30日，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等非流動資產淨值約為54,953,000

港元，較2021年12月31日之淨值約58,056,000港元減少約3,103,000港元。期內資本開
支合共約為3,316,000港元（ 2021年6月30日止六個月：約4,609,000港元），主要為支付
裝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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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約98,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約123,000

港元）、樓宇約38,437,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約39,482,000港元）及租賃土地約
12,125,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約12,622,000港元）已抵押予一間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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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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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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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薪酬政策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有352名員工（於2021年12月31日：3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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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

2022年開局以來，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上漲，制革行業面對牛皮、化料等原材料價格
不斷上漲的成本壓力，加上國內部分地區出現疫情反彈，對中國皮革加工企業的生
產經營構成重大影響。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以「實施產品戰略、產能優化、創新升
級」為整體工作方向，圍繞強化資產周轉、庫存控制和多元化創新業務，加快實現全
面扭虧為核心目標開展經營工作。本集團將積極強化研發技術，加大高端和高附加
值產品的開發力度，同時加強成本管控，持續拓展外加工業務，提升規模效益，降本
增效，提升產品售價和毛利水平。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加強環保、資金鏈、安全、內
控等關鍵風險的識別和預判，加強常態化疫情防控工作，確保本集團在複雜經濟環
境中穩健運營，並爭取扭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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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本公司名稱

自2022年7月25日起，本公司名稱已由「粤海制革有限公司」更改為「南粵控股有限公
司」。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9月29日之公告所披露，南粵（集團）有限公司（廣東南
粵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
普通股總數的52%，並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董事會相信，本公司的新名稱將使本公
司與大灣區享有盛譽的「南粵」品牌的商業商譽保持一致並加以利用。因此，董事會
認為，本公司的新名稱有利於本集團未來業務發展，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
佳利益。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料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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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向本
公司所有董事作出具體徵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內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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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周昊

香港，2022年8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周昊先生及孫軍先生；兩名非執行董
事黃俊峰先生及曠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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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