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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TANNERY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簡明中期業績公佈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共錄得未經審核除稅前及未計少數股東權
益前虧損 182,408,000港元（二零零一年：溢利 4,432,000港元）。期內營業額為 314,168,000港
元，較二零零一年同期的 363,855,000港元，下降 13.66%。

虧損包括合共 178,383,000港元的撥備，主要撥備如下：

‧ 收購南海皮廠有限公司（「南海皮廠」）的商譽減值 133,349,000港元；

‧ 呆壞應收款撥備 32,574,000港元；及

‧ 存貨撇帳撥備 11,057,000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30號，本集團仍有為數 133,349,000
港元來自收購南海皮廠之交易的商譽在儲備內未被攤銷。鑑於中國當局作出申索（如
有）（詳情載於下文「南海皮廠事故」分段內），董事決定將為數 133,349,000港元的商譽
減值由儲備撥回是期的損益賬內，而此項商譽虧損撥回並不會影響本集團的淨資產值。

經 考 慮 上 述 撥 回 安 排，本 集 團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未 經 審 核 資 產 淨 值 為
309,822,000港元，較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 46,554,000港元。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零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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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重組

一如本司在二零零一年年報佈闡述，本集團自二零零零年開始，推行企業重組，目的是
退出非主營皮革業務，優化資產結構，以提高集團之整體效益。其中已於二零零二年七
月出售國內及香港皮具業務，由本司所持的 Saint Jack皮具業務已以 680萬港元售出，而
國內皮具商標則以代價 150萬港元出讓。包裝業務方面，以總代價 7,226,000港元將存貨及
應收款售予轉讓人，並將部份廠房以每年人民幣 80萬元出租。

結束經營青島南海皮廠有限公司（「青島南海皮廠」）方面，雙方的多次談判因中方提
出要價太高而告吹。在二零零二年七月，中方強行非法轉移青島南海皮廠內約值 2,200
萬港元的物資，事件發生後，我司已向青島各主要機構報告，並積極準備以法律途徑處
理青島南海皮廠結束的問題。並將根據實際情況及現有的相關資料提出合適的財務撥
備，包括期內將本集團存放於青島南海皮廠的存貨作出全額撥備，合共 11,057,000港元。

另方面，本司有計劃擴大徐州皮廠的生產規模，並於本年初完成收購徐州兩廠原破產
中方的廠房、機器等資產，一方面減低了徐州南海皮廠的經營成本，另方面為徐州南海
皮廠的後續發展打好基礎。

債務重組

在二零零二年一月，集團進行債務置換，向國內一間銀行進行融資，借取 50,000,000港元，
連同自有資金，全數償還債務重組協議中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 108,000,000
港元的債務。

市場

二零零二年上半年，皮革市場競爭十分激烈，本司的拳頭產品－黑色軟革面對尤其激
烈的競爭，與此類產品相類似的產品湧進市場，不獨影響售價，亦侵蝕了本司的市場份
額，另一方面，部份下游企業（例如手袋行業）特別疲軟，都直接影響集團的銷售。面對
可預料加劇的市場競爭，集團積極開發新產品，進行市場調查，以獲取市場信息，落實
市場認受性較強的產品。

成本

為減省營運成本，集團在二零零二年六月重新調整採購機制，對產、供、銷的結構進行
改革，將原來分散的採購供應方式歸口統一，並將標準化的原材料逐步採用公開招標
的方式，對佔生產成本比例較重的生皮，通過建立國際信息網，更快、更便捷地掌握了
國際生牛皮市場的走勢。期內，因制革市場競爭激烈及出售次存產品，毛利率由去年的
11%下降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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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

期內集團的皮革總產量為 22,148,000平方呎，較去年同期的 27,143,000平方呎減少 4,995,000
平方呎。牛皮面革的產量分別為 14,470,000平方呎（二零零一年：17,429,000平方呎）、牛二
層革 1,895,000平方呎（二零零一年：4,099,000平方呎）、移膜革 4,585,000平方呎（二零零一
年：5,608,000平方呎）、羊革 1,198,000平方呎（二零零一年：7,000平方呎）。

財務情況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計息貸款與現金及銀行餘額，連同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比較數字分析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計息貸款
港元 25,500 24,473
人民幣 79,154 52,763
美元 － 83,544

104,654 160,780

現金及銀行餘額
港元 5,956 70,420
人民幣 7,355 15,755
美元 24,259 29,265

37,570 115,440

利率
固定利率 79,154 －
浮動利率 25,500 160,780

104,654 160,780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減除現金及銀行存款後，計息貸款負債凈值對股東權益之
比率為 21.7%（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7%）。貸款之年息率為 3%至 6%。就集團總
貸款當中，須於一年內償還之款項總額為 79,654,000港元。由於完成債務重組，期內集團
利息支出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63%。

期內，來自業務營運的現金淨流出為 18,028,000港元，新融資的現金流入為 182,861,000港
元，而 用 於 償 還 債 務 的 本 金 及 利 息 的 現 金 流 出 為 242,346,000港 元。全 期 現 金 淨 流 出
77,56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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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就授予本集團之一般銀行之授信，本集團之若干租賃土地
及樓宇銀行存款作出抵押，總帳面淨值合共 104,347,000港元（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1,162,000港元）。期內之資本開支合共為 12,496,000港元（二零零一年：5,859,000港
元），主要為購買徐州兩廠原中方的廠房及機器和設備，以配合制革業務的長遠發展。

訴訟

1. 於二零零一年二月，Guangdong Enterprises (North America) Fur Holdings Limited（「粵海
北美毛皮」）及港峰國際有限公司（「港峰」）入稟法院，就一項由粵海北美毛皮及
港峰向 Hennessy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HIGI」）提供由 HIGI一名股東擔保之貸款，
向 HIGI及其它人（包括該名股東）提出訴訟。未償還之貸款額逾 2,250,000美元。答辯
人已提出抗辯否認有關指控，並且以違反股東協定之理由提出反索償，索償金額為
2,000,000美元。由於法庭未就即決裁判作出裁決，此訴訟已排期在二零零二年八月
中開庭審訊。

2. 在二零零二年六月，青島南海皮廠原中方公司 -青島制革總廠在我司強烈反對下，
單方面對我司在青島南海皮廠的資產進行盤點、撬門損鎖、貼封條等，我司已委託
律師並向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法院」）提出財產保全申請，要求查封青島制革
總廠控制、轉移青島南海皮廠內約價值人民幣 2,000萬元的物資。法院已於二零零二
年七月十九日發出民事裁定書，認為有關申請符合法律規定，並依照有關法規，查
封上述財產。

南海皮廠事故

隨著本公司高級管理層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出現變動後，本公司發現若干南海皮廠前行
政人員（部份亦為本公司前董事）（「違規行政人員」）涉及欺詐本公司以謀取不法個人
利益。南海皮廠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並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中
外合作經營企業。

由本公司控股公司委任之內部審核小組與本公司新管理層聯手調查上述違規事件，並
發現違規行政人員在合法經營南海皮廠業務之同時，一直在南海皮廠進行私自經營活
動，並偶以盜用南海皮廠之名義及資源進行私自經營活動。根據適用中國法律及法規，
私自經營活動涉及多項違規交易事項。

本公司已向有關中國當局報告上述違規事宜，而有關中國當局亦已拘留違規行政人員
於南海市以作調查。本公司亦已指示其核數師及中國當地律師進行特別調查，旨在確
定私自經營業務之範圍和本集團須承擔之任何潛在責任限度，以及本集團向該等違規
行政人員追索的可能性。然而，就目前所知，上述私自經營活動之交易乃屬違規交易，
因此任何該等業務不可能由本集團承擔。

私自經營活動並無入賬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根據核數師之調查發現及中國律師之意見，
本公司董事認為不把私自經營活動載入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乃屬正確之舉。然而，由於
私自經營活動的精密及其交易的複雜性，其引起的法律後果仍未能確定。因此，南海皮
廠可能由於違規行政人員之違規事宜導致中國當局作出申索（如有）而承擔或然負債，
惟現階段仍未能量化該等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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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執法機關在中國拘留違規行政人員，以及中國當局扣押所有有關私自經營活
動之文件以作調查之用，因此本公司及其顧問在現階段未能作進一步調查。

於本報告日期，中國當局仍未對本集團作出任何申索。由於中國當局之調查仍在進行
中，故未能確定中國當局會否就違規事宜採取相應行動，或會否作出任何處罰及申索。
於本報告日期，並無在財務報表中就上述或有事件作出任何準備。

董事會已成立委員會處理上述問題。

經考慮上述問題對南海皮廠之影響後，本集團已就收購南海皮廠所產生之商譽作出
133,349,000港元的減值，主要為從儲備撥回有關商譽至本期間之損益表。

僱員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共有員工 1,607名，期內僱員支出為 20,209,000港元。本集團之酬金政
策乃按集團之經營業績及僱員之表現而定。本集團在不同地區向僱員提供社會及醫療
保險、公積金計劃。本公司在二零零二年五月通過新的購股權計劃，旨在激勵參加者對
本集團作出貢獻，及讓本集團可招聘及挽留優秀人員為集團長期服務。

核數師－審核以外的工作

期內，集團的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除為集團提供法定審核工作以及上文「南
海皮廠事故」中所述之「私自經營業務」的特別調查和中期業績審閱外，沒有提供其他
服務。

展望

本集團在二零零二年下半年將本著精減、效能的原則，以健全的管理系統為本，集團市
場資源為輔，充分掌握市場方向，打好集團制革業務長遠發展的基礎。

獨立核數師審閱報告概要

下文摘錄自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獨立核數師審閱報告：

基本不明朗事項－或然負債

在作出審閱結論時，我們已考慮中期財務報表就  貴公司旗下附屬公司若干前行政人員
作出違規事宜導致中國當局作出調查所披露之資料是否足夠。由於中國當局之調查仍
在進行中，故未能確定中國當局會否就違反若干中國法律及法規而採取相應行動，或
會否因為上述違規事宜而作出任何處罰及申索。於本報告日期，並無在財務報表中就
上述或有事件作出任何準備。我們認為已作出適� â凗 S，因此我們的審閱結論毋須就此
作出任何修改。

審閱結論

根據這項不構成審核的審閱工作，我們並不察覺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中期財務報告需作出任何重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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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中期業績，連同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314,168 363,855
銷售成本 (286,890) (318,224)

銷售毛利 27,278 45,631

其他收入與收益 2,872 3,310
銷售及分銷費用 (9,040) (8,889)
行政費用 (20,327) (22,772)
其他營業開支淨額 (179,286) (3,649)
終止經營一項業務之僱員賠償付款 4(b) (552) －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2, 3 (179,055) 13,631
財務費用 5 (3,353) (9,133)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66)

除稅前溢利／（虧損） (182,408) 4,432
稅項 6 － 93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182,408) 4,525
少數股東權益 77 493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溢利／（虧損）淨額及
期終累計虧損 (182,331) 5,018

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 (34.79 仙 ) 0.96 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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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
準則（「會計準則」）第 25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除了下列在編製本期間之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時首次採用之新訂／經修訂會計準則外，在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
用之會計政策及編列基準乃與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
報表所用者一致：

‧ 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 財務報表之呈報方式
‧ 會計準則第 11號（經修訂） ： 外幣換算
‧ 會計準則第 15號（經修訂） ： 現金流量報表
‧ 會計準則第 33號 ： 終止經營業務
‧ 會計準則第 34號 ： 僱員福利

(2) 分項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按照其業務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劃分及分開管理。本
集團各個業務類別自成一個策略性業務單位，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因應各自之業
務類別而承受不同之風險及享有不同之回報。業務分類之詳情慨述如下：

(a) 皮革加工業務乃將生皮加工成為皮革製成品，以供主要位於中國大陸之皮具
產品製造廠使用；

(b) 商品貿易業務乃於海外地區購入商品並售予中國大陸客戶；

(c) 物業投資業務乃投資香港及中國大陸之住宅及商用物業，以賺取租金收入；

(d) 公司及其他業務主要包括本集團之公司收支項目；

(e) 包裝物料製造及分銷業務乃於中國大陸生產及分銷包裝物料；及

(f) 皮具產品製造及分銷業務乃於中國大陸生產皮具產品，並主要於香港銷售。

在釐定本集團之地區分部資料時，按地區劃分之收益及業績乃按客戶所在地之基
準計算。

期內，各業務類別間並無進行任何銷售或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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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業務劃分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業務劃分之收益及溢利／（虧損）之資料：

本集團
包裝物料之製造及分銷 皮具產品之製造及分銷

皮革加工 商品貿易 物業投資 公司及其他 （終止經營） （計劃終止經營） 綜合賬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199,240 211,615 89,838 125,922 － － － － 8,324 11,113 16,766 15,205 314,168 363,855
其他收益（不包括匯兌
收益／（虧損）淨額） 548 428 47 163 980 817 113 11 8 1 579 169 2,275 1,589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9 ) 556 (28 ) (177 ) － － － (54 ) － － (42 ) (139 ) (79 ) 186

總額 199,779 212,599 89,857 125,908 980 817 113 (43 ) 8,332 11,114 17,303 15,235 316,364 365,630

分類業績 (14,552 ) 11,487 (28,677 ) 6,379 344 633 (3,185 ) (4,643 ) (89 ) (539 ) (144 ) (1,221 ) (46,303 ) 12,096

利息收入 597 1,535
未分攤之開支 (133,349 ) －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179,055 ) 13,631
財務費用 (3,353 ) (9,133)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66 )

除稅前溢利／（虧損） (182,408 ) 4,432
稅項 － 93
少數股東權益 77 493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
溢利／（虧損）淨額 (182,331 ) 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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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地域劃分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地域劃分之收益及溢利／（虧損）之資料：

本集團

中國大陸 香港 其他地區 綜合賬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288,265 334,006 15,370 14,103 10,533 15,746 314,168 363,855
其他收益（不包括匯兌
收益／（虧損）淨額） 847 1,025 1,428 561 － 3 2,275 1,589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6) 386 (43) (194) － (6) (79) 186

總額 289,076 335,417 16,755 14,470 10,533 15,743 316,364 365,630

分類業績 (44,999) 19,505 (437) (3,531) (867) (3,878) (46,303) 1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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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存貨成本 286,890 318,224
折舊 8,222 10,675
商標攤銷 * 700 700
僱員成本 # 20,209 17,767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開支：#
最低租金付款 3,854 2,740
或然租金付款 1,512 1,658

5,366 4,398

支付予中國合營夥伴之年費 404 5,252
匯兌虧損淨額 79 －

列入其他營業開支之開支淨額：
呆賬準備 32,574 2,185
固定資產攤銷 26 1,273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淨額 949 191
有關附屬公司投資從儲備作出減值
而作出撥回之商譽 133,349 －

存貨準備 11,057 －
固定資產減值準備 1,403 －

並已計入：
投資物業租金總收入 980 764
加：分租收入 82 61

有關應收最低租約款項之租金收入總額 1,062 825
減：投資物業之支出 (12) (9)

租金收入淨額 1,050 816

重估投資物業所產生之盈餘 12 －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所產生之盈餘 60 －
商標費 500 500
利息收入 597 1,535
匯兌收益淨額 －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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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之攤銷列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行政費用」。

# 上一個期間有關僱員成本與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之若干金額被列為行政費

用。為配合期內採納之呈報方式，董事認為，為更有效反映該等交易之基本性

質，該等金額已重新歸類為銷售及分銷費用。

(4) 計劃終止／終止業務

(a) 出售本集團於 Alpha Universal Limited（「Alpha Universal」）全數 60%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者就以 6,596,000港元（已
扣除開支）之價格出售本集團於 Alpha Universal及其附屬公司（「Alpha Universal
集團」）全數 60%權益而訂立一項有條件買賣協議。Alpha Universal集團主要經
營本集團之皮具產品製造及分銷業務。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五日，本集團完成出售其於 Alpha Universal集團全數 60%權
益之交易，有關交易對本集團之財務業績並無構成任何重大影響。在是項交易
完成後，Alpha Universal不再是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而本集團之皮具產品製造及
分銷業務亦自此告終。

(b) 終止經營徐州港威彩色包裝有限公司（「徐州港威」）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本公司就徐州港威董事會決定終止其包裝物料之製造及
分銷業務並出租所有廠房及機器予獨立第三者而與徐州港威之員工商討補償
問題。徐州港威自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起出租廠房及機器，而其包裝物料之
製造及分銷業務亦自此告終。

終止包裝物料之製造及分銷業務與本集團專注於皮革加工業務之策略符合一
致。

本集團就終止包裝物料之製造及分銷業務之決定而須向員工支付 552,000港元
之補償。

(5) 財務費用

其指銀行貸款及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利息。期內，有關貸
款須於五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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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準備
（二零零一年：無）。

期內，本公司於中國大陸及海外國家之附屬公司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  （二零
零一年：無）。海外附屬公司於上一個期間之所得稅超額準備 93,000港元已計入上
一個期間之簡明綜合損益表。

本期間並無尚未撥備之重大遞延稅項（二零零一年：無）。

(7)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期間之未經審核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182,331,000港元
（二零零一年：未經審核溢利 5,018,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524,154,000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出現任何具攤
薄影響之事件，故並無呈列該等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8) 或然負債

(a)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Guangdong Enterprises (North America) Fur Holdings Limited
（「粵海北美」）及港峰國際有限公司（「港峰」）（「原告人」）入稟紐約南區地
區法院，向一間名為  Hennessy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HIGI」）（該公司為本集
團之聯營公司，並由粵海北美持有其 1/3股權）及其持有人／控制人（「答辯
人」）提出訴訟，原告人擬向答辯人追討原告人授予 HIGI約 2,250,000美元之貸
款。答辯人已向原告人作出 2,000,000美元之反索償，指控彼等不當地終止向HIGI
提供資金。控辯雙方均要求作出簡易程序判決，而有關動議已於二零零二年三
月八日全面提交法院。原告人在作出簡易程序判決之過程中要求 500,000美元
以作和解，惟已遭答辯人拒絕。因此，將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四日展開審訊。

根據法律意見，董事不相信向本集團提出之任何索償有充份之理據支持，因此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就此作出任何準備。

(b) 隨著本公司高級管理層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出現變動後，本公司發現若干南海
皮廠前行政人員（部份亦為本公司前董事）（「前行政人員」）涉及若干違規事
宜。南海皮廠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並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南
海成立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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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現上述違規事宜後，由本公司控股公司委任之內部審核小組，與新管理層
聯手就上述違規事件進行初步調查。調查發現前行政人員在合法經營南海皮
廠業務之同時，一直進行私自經營活動（「私自經營活動」），以謀取私利。

本公司已向有關中國當局報告上述事故，而有關中國當局亦已拘留前行政人
員於南海市並扣押所有有關私自經營活動之文件，以作調查之用。此外，本公
司亦已指示其核數師及中國律師進行特別調查，旨在確定私自經營活動對南
海皮廠業務之影響，以及就本集團向前行政人員追索之可能性向管理層提供
意見。

根據核數師之調查發現及中國律師之意見，本公司董事認為不應把私自經營
活動載入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然而，根據適用中國法律及法規，私自經營活動
看似涉及違規交易。

由於中國當局之調查仍在進行中，故未能確定中國當局會否就違規事宜採取
相應行動，或會否作出任何處罰及申索。於本報告日期，並無在財務報表中就
上述或有事件作出任何準備。

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均有定期會議，並須每年至少舉行兩次會議，以檢討
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匯報及內部監控。

本公司並無任何董事知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指出本公司在本中期報告所包括會計
期間的任何時間，未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規定。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並無進行審核，但已由本
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而本公司或其
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入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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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公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關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詳細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即包括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6(1)至 46(6)段所規定的
全部資料），將在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頁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熊光陽

香港，二零零二年八月五日

（上述業績公佈可從本公司之網址 (www.gd tann.com)下載）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