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度業績公佈

粵海制革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二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持續經營業務 381,601 503,088
　已終止業務 — 25,967

381,601 529,055
銷售成本 (376,238) (513,416)

銷售毛利 5,363 15,639
其他收入及收益 2 19,663 9,425
銷售及分銷成本 (2,941) (10,958)
行政開支 (28,963) (32,548)
其他營業開支淨額 (88,754) (180,633)
出售一項已終止業務之收益 — 636
有關已終止業務之員工賠償開支 — (552)

經營業務虧損 3 (95,632) (198,991)
財務費用 4 (5,948) (6,387)

除稅前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101,580) (205,002)
　已終止業務 —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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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80) (205,378)

稅項 5
　持續經營業務 286 —
　已終止業務 —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虧損 (101,294) (205,378)
少數股東權益 — 177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虧損淨額 (101,294) (205,201)

每股虧損 6
　—  基本 (19.33仙) (39.15 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1) 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的影響

由於在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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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的遞延稅項責任，過去年度

的帳目需予以調整，是項調整在過去年度並無需要。過去年度調整的主要影響為於2003年12月31日及2002年12

月31日，本集團的遞延稅項責任分別增加8,835,000港元和9,793,000港元，以及本集團之物業重估儲備在2003年

1月1日及2002年1月1日分別減少9,793,000港元和9,54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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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中國大陸之皮具產品製造業所用之皮革加工業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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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從海外採購商品並售予中國大陸客戶之商品貿易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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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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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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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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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間之交易主要為本公司按本集團釐定之基準向其附屬公司提供或收取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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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皮具產品之 包裝物料之

製造及分銷 製造及分銷

皮革加工 商品貿易 物業投資 （已終止） （已終止） 公司及其他 抵銷 綜合賬目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381,601 — — — — — — 381,601

　各業務類別間之

　　銷售 — — — — — 480 (480) —

　其他收益（不包括

　　㶅兌收益／

　　（虧損）淨額） 941 — 1,825 — — 16,703 — 19,469

　㶅兌收益／

　　（虧損）淨額 (1,171) — — — — (160) — (1,331)

總額 381,371 — 1,825 — — 17,023 (480) 399,739

分類業績 (106,898) — 2,075 — — 8,997 — (95,826)

利息收入 194

經營業務虧損 (95,632)

財務費用 (5,948)

除稅前虧損 (101,580)

稅項 286

少數股東權益 —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虧損淨額 (10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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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皮具產品之 包裝物料之

製造及分銷 製造及分銷

皮革加工 商品貿易 物業投資 （已終止） （已終止） 公司及其他 抵銷 綜合賬目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412,759 90,329 — 17,665 8,302 — — 529,055

　各業務類別間之

　　銷售 — — — — — 652 (652) —

　其他收益（不包括

　　收益／（虧損）

　　淨額） 1,121 3,900 2,181 2,308 — 113 — 9,623

　㶅兌收益／

　　（虧損）淨額 (222) (297) — (42) — 2 — (559)

總額 413,658 93,932 2,181 19,931 8,302 767 (652) 538,119

分類業績 (164,693)* (24,562) (1,668) (439) (89) (7,978) — (199,429)

利息收入 438

經營業務虧損 (198,991)

財務費用 (6,387)

除稅前虧損 (205,378)

稅項 —

少數股東權益 177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虧損淨額 (205,201)

* 此餘額包括本集團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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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溢利／（虧損）之資料。

本集團

中國大陸 香港 其他地區 抵銷 綜合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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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381,601 502,274 — 16,248 — 10,533 — — 381,601 529,055

　其他收益（不包括

　　㶅兌收益／

　　（虧損）淨額） 18,843 2,321 626 3,402 — 3,900 — — 19,469 9,623

　㶅兌收益／（虧損 )

　淨額 (1,171) (200) (160) (149) — (210) — — (1,331) (559)

總額 399,273 504,395 466 19,501 — 14,223 — — 399,739 538,119

(3) 經營業務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成本 376,238 513,416

核數師酬金 799 850

固定資產折舊 16,315 16,075

商標攤銷* — 700

僱員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20,741 30,166

　退休金計劃供款（經批核供款計劃） 1,153 1,386

　　減：沒收供款 — —

　退休金計劃供款淨額** 1,153 1,386

21,894 31,552

向中國合營夥伴支付之年費 — 183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最低租金 359 4,374

　或然租金支出 — 1,542

359 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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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租金收入 (384) (153)

商標費收入 — (500)

訴訟和解收益 — (3,90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6,609) (550)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1,684) (2,181)

加：分租收入 — (82)

有關最低應收租金之租金收入總額 (1,684) (2,263)

減：投資物業之支出 320 496

租金收入淨額 (1,364) (1,767)

利息收入 (194) (438)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開支／（收入）已計入其他營業開支內：

　重估投資物業產生之虧損／（盈餘） (662) 2,938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產生之虧損 (42) 556

　存貨撥備 — 11,057

　呆帳撥備 816 28,531

　固定資產撇銷 8,021 386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收益）淨額 (630) 1,764

　固定資產減值撥備 10,320 1,493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商譽減值 — 133,349

　㶅兌虧損淨額 1,331 559

　中國有關機構追收稅款及稅務罰款準備 69,600 —

88,754 180,633

* 截至200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商標攤銷已於綜合損益賬計入「行政開支」內。

** 本年度及上年度結算日可作扣減未來年度退休金計劃供款額之沒收供款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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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費用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3,585 4,279

　前直接控股公司之貸款 434 1,462

　直接控股公司之貸款 1,343 —

　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586 646

5,948 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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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

中國大陸及海外國家之附屬公司於本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故無就中國大陸及海外所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二

年：無）。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本年度  —  香港

　　本年度應付稅項 —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86 —

本年度稅項抵免 286 —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年度股東應佔虧損淨額101,29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05,201,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

股524,154,000 股（二零零二年：524,154,000股）計算。

由於年內未行使的購股權構成反攤薄效果並無任何攤薄事項，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每股攤薄後虧損。

由於去年並無任何攤薄事項，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後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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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準備

中國有關 提前終止

當局追稅 合營協議之準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 — 3,000 3,000

新增準備 69,600 — 69,600

於2003年12月31日 69,600 3,000 72,600

(a) 中國有關當局追稅

由於廣州海關緝私局（「廣州海關」）向本公司於中國內地成立之全資附屬公司南海市通遠皮革有限公司（「通

遠」）追收稅款人民幣 36,989,000元（約相等於 34,800,000港元），故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出

69,600,000港元之準備，用作(a)廣州海關追收稅款34,800,000港元；及(b)經參考中國法律意見，廣州海關根

據中國法律法規可能提出之34,800,000港元之稅務罰款。

(b) 提前終止合營協議之準備

鑑於青島南海皮廠有限公司（「青島皮廠」）持續虧損，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八月決定縮減其業務，並於二

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a)員工遣散費2,000,000港元； (b)提前終止青島皮廠之合營協議而應付中國合

營夥伴之賠償1,000,000港元提撥準備3,000,000港元。該等準備乃按有關僱傭合約及合營協議之條款釐定。

由於本集團及該中國合營夥伴提出仲裁訴訟，故無支付款項，因此該等準備在年內並無變動。仲裁訴訟

之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34(b)。

(8)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以下重大或然負債：

(a) 南海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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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資附屬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南海市成立。

在發現上述不當行為時，本公司之控股公司的內部審核小組，即與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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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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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集團推行之業務重組計劃，本公司在2003年1月成立南海市通遠皮革有限公司（「通遠」）以經營本集

團在廣東省的皮革業務和運作，通進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在中國南海擁有及經營工廠和分銷業務。

而通遠於年內向南海皮廠有限公司（「南海皮廠」）購入其大部份固定資產和存貨。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  GDH 之附屬公司兼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  Yong Sheng Limited

訂立一項有條件買賣協議，以出售本公司於南海皮廠之全部權益。交易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完成，南海皮廠自此成為  GDH 之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

於結算日後，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及三月，通遠在中國若干銀行帳戶合共約人民幣7,000,000元被廣州海關

緝私局（「廣州海關」）凍結。

本公司董事及管理人員對於通遠之一切業務及營運均嚴格遵照中國所有適用之法律法規而感到滿意，以

及通遠其任何管理人員或員工也無犯錯，因此本公司的董事及管理層認為廣州海關採取之行動不應與通

遠之業務或營運有關，而必定與南海皮廠於二零零二年作出之不當行為有關。上文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

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七日刊發之公告。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廣州海關向通遠／南海皮廠發出要求函件，(i)追收稅款人民幣36,989,000元

（約相等於34,800,000港元），須就南海皮廠由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二年期間逃稅所發出之要求函件日期起

計30天內支付；及 (ii)指出通遠／南海皮廠沒有通知廣州海關有關南海皮廠轉變為通遠接管。

儘管本集團將持有之南海皮廠全部權益出售予  GDH，而逃稅直接與南海皮廠之私自經營活動有關，不

能排除廣州海關可能仍然向通遠追收南海皮廠逃避之稅項，這是由於廣州海關開展調查後，南海皮廠才

將其固定資產及存貨轉讓予通遠。董事就有關事宜尋求中國法律意見，認為假如廣州海關認為通遠及南

海皮廠為同一實體，則通遠將需向廣州海關支付追收稅款34,800,000港元。因此，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4,800,000港元之準備已作提撥。

此外，根據中國法律意見，依據中國現行法律法規，中國海關當局也可向通遠／南海皮廠徵收稅務罰款，

數目相當於南海皮廠私自經營活動所逃避之稅項之1至5倍，即34,800,000港元至174,000,000港元。董事將

與廣州海關磋商稅務罰款金額，並就有關事宜尋求法律意見，認為應就稅務罰款作出34,800,000港元之準

備。

由於中國有關當局採取之行動尚未完結，現階段不能合理地確定中國有關當局對通遠的最終稅務罰款的

數額，此數額由34,800,000港元至174,000,000港元不等，以及中國有關當局又會否就明顯違反若干中國法

律法規及就有關上述之不當行為之存在或任何其他方式之懲罰及申索作出任何其他相應之行動。

於本報告日期，廣州海關或任何其他中國有關當局對通遠再無採取進一步行動，也無對通遠提出進一步

申索。因此，依據現有資料，在財務報表並無為額外之稅務罰款及其他申索或責任提撥進一步之準備。

(b) 青島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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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島皮廠的一名中方合營夥伴作出的索償，除其他事項外，尋求終止青島皮廠之合營協議（「青島合營

協議」）及索償損失和損害賠償人民幣約24,000,000元。然而，中方合營夥伴亦向在北京的仲裁委員會申請

對本公司提出索償，要求賠償青島合營協議項下的固定回報損失及損害賠償合共人民幣15,000,000元。該

兩項仲裁仍在進行中。

基於法律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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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財務報告為中方合營夥伴就固定回報損失及損害賠償之索償人民幣15,000,000作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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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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報告：

重大未明因素–或然負債

在達致吾等意見之過程中，吾等已考慮財務報表所載就　貴公司之附屬公司之若干前行
政人員在去年的不當行為，以及　貴集團於2003年12月31日為與稅款和稅務罰款有關的索
償所作的準備69,600,000港元之披露資料是否足夠。由於中國有關當局之行動仍未有定論，
目前未能合理地確定中國有關當局對通遠的最終任何稅務罰款的數額，以及中國有關當
局就表面上違反若干中國法規之情況可能採取之跟進行動，或因上述違規情況可能產生
之任何其他懲處及申索。截至本報告日期，除已於財務報表內披露外，並無就該等或然
情況作出進一步之撥備。吾等認為已在財務報表中作出適當之披露及估計，而吾等在該
方面之意見因此並無保留。

意見

吾等認為財務報表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財政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動狀況，並已按照公司條例妥善
編製。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末期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公司管治

除卻非執行董事並非如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最佳應用守則
（「守則」）第7段所規定般有特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外，本公
司在本年度一直遵守守則。

本公司已根據守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定期舉行會議，並規
定每年最少舉行兩次會議，以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
會由本公司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在回顧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
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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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發表全年業績

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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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至45(3)段規定提
供之所有資料之詳細業績公佈將會在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上發表。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張春廷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四日

（以上業績公佈亦可自本公司之網站下載，網址為  www.gdtann.com）

主席報告

本人謹此報告，經過兩年以來的管理架構調整和業務重組，集團已初步建立依托南海和
徐州兩個生產基地，對產、供、銷及財務等核心業務集中統一管理的直接經營模式，集
團亦已成為中國較有影響力的專業經營皮革業務的公司。

中國年初爆發非典型肺炎，疫情引起之不明朗因素及憂慮，妨礙了公司日常業務接洽及
交易，令客戶押後訂單，一度打擊本集團的業務。但憑藉集團在疫情過後，抓緊對市場
的開發，鞏固與客戶建立的長期穩定合作關係，和持續改善的產品質量，經營情況在下
半年大致回復疫前的水平。

本集團已於去年12月將南海皮廠有限公司售予廣東控股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以期減低
「南海皮廠事件」對集團的影響。惟在2004年2月及3日，本集團的附屬公司南海市通遠皮
革有限公司的若干銀行帳戶被中國廣州海關凍結，中國海關隨後發出函件予通遠皮廠要
求通遠皮廠繳交人民幣36,989,441.92。通遠皮廠將繼續與廣州海關跟進以解決該事宜，如
有需要，亦將採取一切所需行動以保障通遠皮廠的權利和地位。由於凍結銀行帳戶嚴重
影響了通遠皮廠的運作，通遠皮廠已於2004年3月19日完全停產並逐步遣散該廠的員工。

本集團一方面需要解決因通遠皮廠停產而引起的生產及銷售下降問題，同時亦擬解決制
革行業長期存在的環保問題。有鑒於此，集團已著手實施業務重心北移戰略，加快徐州
生產基地的發展，以部份彌補因通遠皮廠停產而引致的業務萎縮；加大前工序對外委托
加工或租賃經營的比例，以緩解業務擴大後環保方面的壓力。

徐州南海皮廠有限公司（「徐州南海皮廠」）業績連續兩年大幅攀升，主要原因是其供應環
節實施採購招標和引進競爭機制等「陽光工程」引致成本有效地降低，此外，其國產皮產
品的質量和風格獲客戶的普遍認同，產銷兩旺。本集團已開始通過增加生產設備及配套
設施，使徐州南海皮廠的生產能力翻一番，達到年產皮革產品1,800萬平方英呎。在今後
數年，徐州南海皮廠將成為本集團國產皮生產基地及最主要的利潤來源。本集團還擬將
徐州的另一間公司徐州港威彩色包裝有限公司進行改組，增加皮革生產加工及銷售業務，
利用現有的閑置廠房，上進口牛皮後工序生產線，使其後工序生產能力年產1,500萬平方
英呎，力爭在年內完成改造達產，彼將成為本集團新的利潤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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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首季，皮革行業在經過數年的不景氣，正呈現復甦的勢頭，以往在轉季才啟動
的夏季銷售，早在一月已加速增長，而售價亦隨之上升，我相信本集團在今年能受惠於
制革市場的強大需求。

2004年集團仍需面對不少的困難，但我們必定通過多方的努力，提高集團在皮革行業的
競爭力、市場佔有率，我們的工作目標是：

1. 徹底解決通遠皮廠的問題

一方面妥善處理好通遠皮廠因停業而產生的人員遣散、應收帳款回收等問題，不使公
司的損失進一步加大。

另一方面積極與海關交涉，以期「通遠皮廠海關事件」盡快解決，並考慮將通遠皮廠作
為徐州兩間公司的加工基地，恢復生產，亦不排除對外租賃經營或整體出售轉讓。

2. 加快徐州基地的發展，實現業務重心北移戰略

年內完成如前所述的徐州兩間公司的擴產改進，使兩間公司的總生產能力達3,600萬平
方英呎。

3. 進一步深化集團直接經營管理

集團管理層深入一線貼身管理，香港總部將精減人員，壓縮開支費用。

加多對產、供、銷及財務的集中統一管理，繼續推進採購供應的「陽光工程」和以市場
為導向的研發與生產緊密結合的「綜合利用工程」。在此基礎上，實施集團公司市場競
爭力和利潤率的雙增長。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衷心感謝本集團客戶、供應商和股東多年來的支持，及向各
盡忠職守的員工，致以無限的謝意。

張春廷
董事長

2004年4月14日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及撥備

本集團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股東應佔經常性業務虧損為101,294,000港元（2002年：
205,201,000港元）。營業額為 381,60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529,055,000港元，減少
27.9%。虧損主要來自合共88,757,000港元的撥備及減值，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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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海關追繳南海市通遠皮革有限公司／南海皮廠有限公司稅款和稅務罰款撥備
69,600,000港元；

— 呆壞應收款撥備816,000港元；

— 固定資產減值準備10,320,000港元；及

— 固定資產撇銷8,021,000港元。

上述撥備中廣州海關稅款為董事會按審慎的原則提撥，通遠皮廠將繼續與廣州海關跟進
以解決該事宜，如有需要，亦將採取一切所需行動以保障通遠皮廠的權利和地位。

本集團於 2003年 12月 31日的資產淨值為 170,160,000港元，較 2002年 12月 31日減少
105,483,000港元，較2003年6月30日減少94,003,000港元。

通遠皮廠海關事件

根據本集團推行之業務重組計劃，本公司在2003年1月成立南海市通遠皮革有限公司（「通
遠」）以經營本集團在廣東省的皮革業務和運作，通遠為本公司的100%全資附屬公司，在
中國南海擁有及經營工廠和分銷業務。而通遠於年內向南海皮廠有限公司（「南海皮廠」）
購入大部份其固定資產和存貨。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廣東控股有限公司（「廣東控股」）之附屬公司兼
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  Yong Sheng Limited 訂立一項有條件買賣協議，以出售本公司於南
海皮廠之全部權益。交易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南海皮廠自此成為廣東
控股之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

於結算日後，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及三月，通遠在中國若干銀行帳戶合共約人民幣7,000,000
元被廣州海關緝私局（「廣州海關」）凍結。本公司董事及管理人員對於通遠之一切業務及
營運均嚴格遵照中國所有適用之法律法規而感到滿意，以及通遠其任何管理人員或員工
也無犯錯，因此本公司的董事及管理層認為廣州海關採取之行動不應與通遠之業務或營
運有關，而必定與南海皮廠於二零零二年作出之不當行為有關。上文之進一步詳情載於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七日刊發之公告。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廣州海關向通遠／南海皮廠發出要求函件，(i)追收稅款人
民幣36,989,000元（約相等於34,800,000港元），須就南海皮廠由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二年期
間逃稅所發出之要求函件日期起計30天內支付；及(ii)指出通遠／南海皮廠沒有通知廣州
海關有關南海皮廠轉變為通遠。

儘管本集團將持有之南海皮廠全部權益出售予廣東控股，而逃稅直接與南海皮廠之私自
經營活動有關，不能排除廣州海關可能仍然向通遠追收南海皮廠逃避之稅項，這是由於
廣州海關開展調查後，南海皮廠才將其固定資產及存貨轉讓予通遠。董事就有關事宜尋
求中國法律意見，認為假如廣州海關認為通遠及南海皮廠為同一實體，則通遠將需向廣
州海關支付追收稅款34,800,000港元。因此，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800,000港
元之準備已作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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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中國法律意見，依據中國現行法律法規，中國有關當局也可向通遠／南海皮
廠追加稅務罰款，數目相當於南海皮廠私自經營活動所逃避之稅項之1至5倍，即34,800,000
港元至174,000,000港元。董事將與有關當局磋商稅務罰款金額，並就有關事宜尋求法律意
見，認為應就稅務罰款作出34,800,000港元之準備。

由於中國有關當局採取之行動尚未完結，現階段不能合理地確定中國有關當局對通遠的
最終稅務罰款的數額，此數額由34,800,000港元至174,000,000港元不等，以及中國有關當
局會否就明顯違反若干中國法律法規及就有關上述之不當行為之存在或任何其他方式之
懲罰及申索作出任何其他相應之行動。

業務回顧

銷售

由於在2003年上半年，中國及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影響了集團的制革業務生產經營。
年內制革業務營業額為381,601,000港元，較去年的412,759,000港元，減少31,158,000港元，
下降7.5%。

受國內經濟穩定增長帶動下，市道在下半年重拾升軌，尤其徐州南海皮廠，業績指標屢
創新高。年內集團為清理歷年以來的差次皮，積極研究差皮精做的技術，開發花、染色
品種，認受性較高的產品包括「仿鹿皮」和「開邊珠」等品種，盡力減低對黑色軟面革產品
的倚賴及增加市埸的佔有率。

營業額較去年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停止紙箱包裝業務及出售皮具業務減少25,967,000
港元，商品貿易減少90,329,000港元，及制革業務營業額減少31,158,000港元。皮革業務在
2002年及2003年的銷售額（按產品分類）如下：

產品類別 銷售額
2003年 2002年 增／（減） 增／（減）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牛面革 314,003 321,232 (7,229) (2.25)
二層塗色、貼膜革及其他 67,598 91,527 (23,929) (26.14)

總額 381,601 412,759 (31,158) (7.55)

成本

年內，集團通過以招標方式採購，嚴選價格及品質較優的供應商，減省採購成本，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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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而化工原料和五金機物則通過公開招標
以降低生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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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

集團加強車間管理，穩定生產，成立質檢部，加強對產品的品質監控。年內集團的皮革
總產量為31,148,000平方呎，較去年的38,898,000平方呎減少7,750,000平方呎。皮革業務在
2002年及2003年的產量（按產品分類）如下：

產品類別 產量
2003年 2002年 增／（減） 增／（減）
（千呎） （千呎） （千呎） （%）

牛面革 22,234 24,870 (2,636) (10.60)
二層塗色、貼膜革及其他 8,914 14,028 (5,114) (36.45)

總額 31,148 38,898 (7,750) (19.92)

存貨

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集團的綜合庫存為221,395,000港元，較去年2003年12月31日增加
29,206,000港元，增加主因徐州南海皮廠2003年銷售理想，令本集團增加採購量供2004年
的銷售。

應收款

期末的應收款餘額為52,568,000港元，呆壞帳撥備35,406,000港元，撥備後餘額為17,162,000
港元，較2002年12月31日減少4,310,000港元。應收款的周轉次數為19.8次，回收期為18.43
天，較2002年同期的13.3次及27.44天，有所改善。應收款的減少主要是因為徐州南海皮廠
在去年第四季度的客戶回款較好所致。

財務情況

於2003年12月31日，計息貸款與現金及銀行餘額，連同於2002年12月31日的比較數字分析
如下：

2003年12月31日 2002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計息貸款
貨幣：
　港元 17,000 24,400
　人民幣 45,957 69,694
　美元 70,691 28,548

133,648 12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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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
　固定利率 100,557 69,694
　浮動利率 33,091 52,948

133,648 122,642

現金及銀行餘額
　貨幣：
　　港元 1,985 666
　　人民幣 51,232 43,094
　　美元 31,115 21,066

84,332 64,826

於2003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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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8%（2002年12月31日：20.97%）。貸款之年息率約為3%至6%。就集團總貸款當中，須
於一年內償還之款項總額為33,091,000港元。期內集團利息支出為5,948,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下降6.87%。

年內，來自業務營運的現金淨流出為29,371,000港元，融資的現金淨流入為23,672,000港
元，全期現金及等同現金增加淨額為25,323,000港元。

於2003年12月31日止，固定資產淨值為118,406,000港元，較2002年12月31日減少62,588,000
港元。期內資本開支合共為3,044,000港元（2002年：15,47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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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31日，就授予本集團之一般銀行之授信，本集團之若干樓宇、投資物業及銀
行存款作出抵押，總帳面淨值合共15,295,000港元（2002年12月31日：48,972,000港元）。

訴訟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本公司透過中國大陸深圳之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委
員會」）向青島南海皮廠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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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客戶及供貨商

於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年度：

(a) 本集團最大供貨商之採購額佔本集團之總採購額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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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五大供貨商之採購總額（不包括屬資本性質項目之採購）佔本集團之總採購額
39.0%；

(c) 本集團最大客戶之營業總額佔本集團之總營業額26.7%；

(d) 本集團五大客戶之營業總額佔本集團之總營業額41.9%；

(e) 本公司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或（據董事所知）擁有本公司股本5%以上之任何股東概
無持有任何本集團五大供應商或客戶之任何權益。

僱員

於2003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1,018名員工（2002年：1,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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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過去數年，香港總部員工之薪酬均凍結。集團不同
地區之僱員亦獲提供社會及醫療保險以及公積金計劃。本公司在2002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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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的詳情載於董事會報告書內。

核數師  —  審核以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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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提供審核以
外的服務。該等服務的有關費用列載如下：

2003年 200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服務 — 11
中期業績審閱服務 180 350
其他 10 —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