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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簡明二零零三年中期業績公佈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中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股東應佔虧損為2,382,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虧損182,331,000港元，減少179,949,000港元。扣除去年就南海皮廠有限公司（「南海皮廠」）
的商譽減值及青島南海皮廠有限公司（「青島南海皮廠」）存貨撇帳等撥備144,406,000港元，去年

同期的經營虧損為37,925,000港元，本期較去年同期的經營虧損減少35,543,000港元。期內每股

虧損為0.45港仙（二零零二年：34.79港仙）。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為264,163,000港元，較二零零二年六月三

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減少35,459,000港元和11,480,000港元。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的中期股息。

業務

經過前兩年的業務重組，集團現時已將部份非核心業務清理，集中資源在制革主營業務方面。
在二零零三年年初，集團在銷售網路和供應渠道，以至生產結構和產品定位都有調整，而制革

業務的生產經營開始回復穩定、良性的發展軌道。但由於今年四至六月期間，中國及香港爆發

非典型肺炎，集團主要的鞋廠客戶受到消費市埸疲軟的影響，訂單減少，間接影響集團的生產

經營。

為擴展市場，集團致力改變以往依賴少數經銷商的做法，主力發展直銷客戶，及培養新的區域

性經銷商。期內，集團五大客戶之營業總額由去年同期的76%，下降至本期之52%。目前集團的

直銷客戶市場覆蓋廣東、福建、山東、江蘇、上海、浙江、重慶和四川等主要省市的全國性銷
售網路。

產品方面，為清理歷年以來的差皮，集團積極研究差皮精做的技術，開發新品種，認受性較高

的產品包括「仿鹿皮」和「開邊珠」等品種，這有助改善集團的存貨情況，使該等存貨可得到較佳
之回報。

期內，集團進一步盤活資產，將若干物業資產出售，包括：本公司之香港尖沙咀舊寫字樓單位、

廣州黃華路寫字樓單位、及香港工業用物業等，套現約20,10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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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

期內營業額為142,38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314,168,000港元，減少171,788,000港元，下降

55%。

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停止紙箱包裝業務及出售皮具業務減少25,090,000港
元，雙面毛皮產量減少10,250,000港元，皮革貿易業務減少89,838,000港元，及因非典型肺炎而

引致制革業務營業額減少46,610,000港元。皮革業務在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的銷售額

（按產品分類）如下：

產品類別 銷售額

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二年 增／（減）

（千港元） （千港元） (%)

牛面革 116,712 156,494 (25)

二層塗色、貼膜革及其他 25,668 42,746 (40)

總額 142,380 199,240 (29)

預計在非典型肺炎影響減少及中國皮革市場重新活躍後，集團下半年的銷售應相對上半年會有
所改善。

成本

期內，集團通過擴大供應網路、引進競爭機制、加強市場調查、議價壓價等手段，使毛皮採購

成本得到較大的降低。毛皮的採購佔總採購比約為79%，期內國產大牛皮、中牛皮和小牛皮的

採購價格與去年同期比，平均每平方英呎分別下降約2%、10%和5%。化工原料和五金機物則通
過公開招標以降低生產成本。

生產

期內集團的皮革總產量為15,269,000平方呎，較去年同期的22,148,000平方呎減少6,879,000平方

呎。皮革業務在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的產量（按產品分類）如下：

產品類別 產量
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二年 增／（減）

（千呎） （千呎） (%)

牛面革 11,142 14,470 (23)

二層塗色、貼膜革及其他 4,127 7,678 (46)

總額 15,269 22,14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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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的綜合庫存為229,19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701,000

港元，扣除出售已終止業務存貨6,816,000港元，實際增加1,115,000港元；對比截至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存貨，增加37,008,000港元。存貨增加主要因為上半年受「非典」影響而令銷售

疲軟。

應收款

期末的應收款餘額為75,031,000港元，呆壞帳撥備35,507,000港元，撥備後餘額為39,524,000港元，
較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分別增加4,703,000港元及18,052,000港元。應收款

的增加主要是因為客戶網路擴大，鋪底資金增加，另客戶因受「非典」影響經營而延遲還款。

財務情況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計息貸款與現金及銀行餘額，連同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比較數位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計息貸款

貨幣：
港元 24,400 24,400

人民幣 71,506 69,694

美元 19,402 28,548

115,308 122,642

利率：
固定利率 71,506 69,694

浮動利率 43,802 52,948

115,308 122,642

現金及銀行餘額
貨幣：
港元 3,694 666

人民幣 13,811 43,094

美元 10,193 21,066

27,698 6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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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減除現金及銀行存款後，計息貸款負債淨值對股東權益之比率為33%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貸款之年息率約為3%至6%。在二零零三年九月二日，本
集團為數46,163,000港元之貸款的還款日延期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因此，就集團總貸款當

中，須於一年內償還之款項總額為60,812,000港元。期內集團利息支出為2,589,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下降23%。

期內，來自業務營運的現金淨流出為47,928,000港元，融資的現金淨流出為7,352,000港元，全期

現金淨流出27,263,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固定資產淨值為143,159,000港元，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減少37,835,000港元。期內資本開支合共為2,04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2,496,000港元），主

要為更新制革用機器和設備，以配合皮革業務的經營發展。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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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款及銀行存款結餘作出抵押，總帳面淨值合共32,72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8,972,000港元）。

訴訟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本公司透過中國深圳之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委員會」）向青

島南海皮廠一中國合營夥伴提出申索，要求（其中包括）終止青島南海皮廠之合營協定（「青島合

營協定」）及賠償損失及損害約人民幣24,000,000元。然而，該中國合營夥伴亦透過北京之仲裁委
員會向本公司追討根據青島合營協定固定回報之損失及損害賠償合共人民幣15,000,000元。兩宗

仲裁仍正進行中。

僱員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共有員工1,028名（二零零二年：1,607名），期內僱員支出為11,264,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20,209,000港元）。本公司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向若干董事及員工授出合共9,650,000

股購股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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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為集團提供中期審閱工作外，沒有提供其他

服務。

展望

隨著中國及香港加緊經貿合作，及中國加入世貿後加快落實有關的貿易措施，集團將受惠于持

續興旺的中國經濟。集團一方面開拓新市場、發展新產品，另方面嚴格監控經營成本。我們相

信集團的經營效益將穩步改善，並力爭在二零零三年扭虧為盈。



— 5 —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持續經營業務 142,380 289,078

已終止業務 — 25,090

142,380 314,168

銷售成本 (132,169) (286,890)

銷售毛利 10,211 27,278

其他收入與收益 2 1,707 2,872

銷售及分銷費用 (1,195) (9,040)

行政費用 (11,461) (20,327)

其他營業收入／（開支）淨額 659 (179,286)

有關已終止業務之

員工賠償開支 — (552)

經營業務虧損 2, 3 (79) (179,055)

財務費用 4 (2,589) (3,353)

除稅前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2,668) (182,323)

已終止業務 — (85)

(2,668) (182,408)

稅項  —  持續經營業務 5 286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2,382) (182,408)

少數股東權益 — 77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虧損淨額 (2,382) (182,331)

每股虧損 6

—  基本 (0.45仙) (34.79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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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的影響

由於在本期間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為了確認就本集團重估所持有租賃土地和樓宇的遞

延稅項責任，過去期間的帳目需予以調整，是項調整在過去期間並無需要。調整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

主要影響如下：

(a)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的物業重估儲備減少9,793,000港元（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9,549,000

港元），此數額為於該日本集團租賃土地及樓宇在儲備中錄得的重估盈餘的經確認遞延稅項責任。

(b)以數額相等於在過去六個月入帳的物業重估儲備減去本集團租賃土地及樓宇的重估盈餘，於二零零

二年六月三十日，遞延稅項責任增加651,000港元。

(2)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乃以兩種分類方式呈列： (i) 按業務劃分之主要分類呈報方式；及 (ii)按地域劃分之次要分類

呈報方式。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按其業務性質以及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分開組建及管理。本集團各業務類別自成一

個策略性業務單位提供產品及服務，各承受不同之風險及享有不同之回報。該等業務類別之扼要資料

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a)將生皮加工成皮革製成品主要供中國大陸之皮具產品製造業所用之皮革加工業務；

(b)從海外採購商品並售予中國大陸客戶之商品貿易業務；

(c)投資香港及中國大陸之住宅及商用物業以賺取租金之物業投資業務；及

(d)主要包括本集團公司收支項目之公司及其他類別。

已終止業務

(a)在中國大陸製造皮具產品並主要於香港銷售之皮具產品製造及分銷業務，此分類業務已隨著本集團

在二零零二年七月出售其所持Alpha Universal Limited之全部60%權益而終止；及

(b)在中國大陸生產及分銷包裝物料之包裝物料製造及分銷業務，此分類業務已隨著本集團在二零零二

年六月停止徐州港威彩色包裝有限公司的生產經營而終止。

在釐定本集團之地域分類時，各地域應佔之收益及業績乃根據客戶之所在地劃分，而各地域應佔資產

乃根據資產所在地劃分。在此期間內，並無類別間之交易和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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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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革加工 商品貿易 物業投資 公司及其他 皮革產品之制造及分銷 包裝物料之制造及分銷

（持續經營） （持續經營） （持續經營） （持續經營） （終止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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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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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80 199,240 — 89,838 — — — — — 16,766 — 8,324 142,380 314,168

其他收益

（不包括匯兌

收益／（虧損）

淨額） 575 548 — 47 991 980 47 113 — 579 — 8 1,613 2,275

匯兌收益／

（虧損）淨額 54 (9) — (28) — — (4) — — (42) — — 50 (79)

總額 143,009 199,779 — 89,857 991 980 43 113 — 17,303 — 8,332 144,043 316,364

分類業績 2,107 (147,901)* — (28,677) 1,990 344 (4,270) (3,185) — (144) — (89) (173) (179,652)

利息收入 94 597

經營業務虧損 (79) (179,055)

財務費用 (2,589) (3,353)

除稅前虧損 (2,668) (182,408)

稅項 286 —

少數股東權益 — 77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

虧損淨額 (2,382) (182,331)

* 該數額包括有關本集團收購南海皮廠有限公司的商譽減值133,34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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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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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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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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80 288,265 — 15,370 — 10,533 142,380 314,168

其他收益

（不包括匯兌

收益／（虧損）淨額） 1,168 847 445 1,428 — — 1,613 2,275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4 (36 ) (4 ) (43 ) — — 50 (79 )

總額 143,602 289,076 441 16,755 — 10,533 144,043 316,364

(3)經營業務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存貨成本

折舊 132,169 286,890

商標攤銷* 8,025 8,222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700

工資及薪金 10,602 19,464

退休金計劃供款 662 745

減：沒收供款 — —

退休金計劃供款淨額 662 745

11,264 20,209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的支出：

最低租金 182 3,854

或然租金 — 1,512

182 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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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個中國合營夥伴支付之年費 — 404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0) 79

以下開支已計入其他營業（收入）／開支淨額內：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虧損淨額 (380) 949

重估投資物業產生之盈餘 (1,300) (12)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產生之虧絀／（盈餘） 23 (6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15 —

固定資產撇銷 983 26

呆帳撥備 — 32,574

存貨撥備 — 11,057

固定資產減值撥備 — 1,403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商譽減值 — 133,349

並已計入：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850 980

加：分租收入 — 82

有關最低應收租金之租金收入總額 850 1,062

減：投資物業之支出 (231) (12)

租金收入淨額 619 1,050

其他租公收入 154 —

商標費收入 — 500

利息收入 94 597

* 期內商標攤銷已列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行政費用」內。

(4)財務費用

該數額代表期內銀行借款，以及本公司之前控股股東粵海投資有限公司和本公司現時控股股東廣東控

股有限公司與同系附屬公司等貸款的利息。

此等銀行及其他借款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5)稅項

本集團在本年度並無任何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故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二年：無）。期

內之稅項抵免為返還以前期間香港利得稅的超額撥備。

就本公司在中國內地及海外國家之附屬公司，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應課稅溢利（二零零二年：無）。

(6)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期內未經審核股東應佔虧損淨額2,38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82,331,000港元）及期

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524,154,000 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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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期內授出的購股權對期內的每股基本虧損有一個反攤薄的影響，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後虧損額。

由於期內並無任何攤薄事項，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後虧損額。

(7)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以下重大或然負債：

(a)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更換高級管理人員後，發現南海皮廠有限公司（「南海皮廠」）若干前行政

人員（「該等前行政人員」）（一位亦為本公司的前董事）涉及若干不當行為。南海皮廠為本公司的全

資附屬公司，在中國內地南海市成立。

在發現上述不當行為後，本公司之前控股公司之內部審核小組，即與當時的新任管理層就有關不當

行為展開初步調查。調查發現，該等前行政人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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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謀取個人利益。

本公司已向中國有關當局報告上述事件，而有關當局亦已將該等前行政人員扣留，並且扣押與私自

經營活動有關的文件作調查用途。本公司已指示其核數師及中國律師展開特別調查，藉以確定私自

經營活動對南海皮廠業務所構成的影響，並就本集團追索該等前行政人員的可能性向管理層提供意

見。

根據特別調查結果和參考專業意見，本公司的董事認為，私自經營活動不應納入本集團的財務報告

內，而且，私自經營活動似已違反若干中國適用之法律及法規。

鑑於中國有關當局目前仍在調查有關事件，因此，現時無法確切及合理地肯定中國當局就上述不當

行為可能採取相應行動，或會否作出任何處罰和索償。於本報告刊發日期，並無任何對本集團不利

的行動，亦無顯示有任何對其不利之行動正在進行中。因此，根據現有資料，財務報告並無就該等

或然負債提取準備。

(b)於二零零二年九月，本公司向中國深圳之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委員會」）提交對本

公司在青島一間附屬公司的一名中方合營夥伴作出的索償，除其他事項外，尋求終止合營協議及索

償損失和損害人民幣約2,400萬元。然而，中方合營夥伴亦向在北京的仲裁委員會申請對本公司作

出索償，要求賠償該合營協議項下的固定回報損失及損害賠償合共人民幣1,500萬元。該兩項仲裁

仍在進行中。

基於法律意見，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於現時對該兩項仲裁的結果作出估計乃言之過早，因此並無於二

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報告為該等仲裁提取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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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報告概要

摘錄自核數師致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審閱報告：

重大未明因素  —  或然負債

在達致吾等意見之過程中，吾等已考慮中期財務報告所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當

局就   貴公司之附屬公司之若干前行政人員的不當行為進行之調查之披露資料是否足夠。由於

中國有關當局之調查仍在進行，目前未能合理地確定中國有關當局就表面上違反若干中國法律

及法規之情況可能採取之相應行動以及因上述不當行為可能產生之任何懲處及申索。截至本報
告日期，財務報表並無就該等或然情況作出撥備。吾等認為已作出適當之披露及估計，而吾等

的審閱結論並無為此作出任何修改。

審閱結論

根據這項不構成審核的審閱工作，吾等並不察覺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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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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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須至少舉行兩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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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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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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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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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九月五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