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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 1058）

二零零四年度業績公佈

董事長報告
本人欣然向股東報告本集團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溢利
為 4,668,000港元，成功扭虧為盈，結束本集團自 1998年以來虧損的局面。

2004年初發生通遠皮廠的銀行帳戶被凍結事宜後，本集團迅速調整經營管理思路，
制定、實施並完成了業務重心由南海移至徐州的戰略轉移，同時，通過擴產、增
加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品種和拓展供、銷兩個市場等一系列經營措施，發展徐州
生產基地，為集團未來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徐州港威彩色包裝有限公司已易名為徐州港威皮革有限公司，廠房改造並已順利
在 2005年 3月進入大批量投產階段，港威皮廠主力進口牛皮的後工序生產線，以填
補通遠皮廠停產後進口大牛皮的空白。徐州兩廠經擴產改組後，徐州南海皮廠主
要負責國產皮的加工，而兩間皮廠的總年生產力將達 3,600萬平方英呎。

為徹底解決環保瓶頸制約發展的問題，集團採取將前工序分散到外地的發展策略，
加大前工序對外委託加工或租賃經營的比例，現時集團將部份前工序外判位於山
東的一間制革廠，擬在現有基礎上再加一至兩個合作夥伴，也不排除，在適當條
件下，選擇鄰近沿海地區投資前工序加工車間，以最大限度地消除集團擴產發展
後的環保障礙。

集團仍積極與廣州海關解決通遠皮廠的銀行帳戶凍結事宜，並將採取一切所需行
動以保障通遠皮廠的權利和地位。由於通遠皮廠已於 2004年 3月停產，集團正著手
處理通遠皮廠的廠房設備等資產，盤活資金，以備徐州兩間皮廠進一步發展之用。

集團憑藉在業內十多年的豐富經驗，加上充份的市場調查和增加有實力且誠信度
高的供應商，及引進競爭機制，使集團能以合理的價格採購原材料。另方面，集
團自去年起積極拓展直銷客戶的市場，已有一定的成效，未來直銷鞋廠將是集團
銷售工作的努力方向，可令集團在國內競爭激烈皮革市場中穩佔一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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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及向各盡忠職守的員工，致以無限的謝意。

董事長 張春廷

香港  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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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

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本集團經審核股東應佔溢利為 4,668,000港元，去年同
期則為虧損 101,294,000港元。

本集團於2004年 12月31日的經審核資產淨值為171,072,000港元，較2003年12月31日及
2004年 6月 30日分別增加 912,000港元和減少 1,779,000港元。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業務回顧

經過一年以來的不懈艱苦努力，集團的生產經營出現了可喜的局面。其主要標誌
是： (1)在關閉南海生產基地導致業務量驟然萎縮、成本費用攀升的不利情況下，
徐州生產基地順利地完成了擴產計劃，並通過加強對產、供、銷三個核心環節的
精心管理和運作，使徐州生產基地的產品單位元效益大幅提高，整體盈利能力有
較大的增長； (2)供應渠道拓寬，銷售網絡擴大加密，供應風險和銷售瓶頸制約逐
步消除； (3)在產量快速增長的情況下，質量也穩中有升，產品的市場競爭有較大
的提高。

年內綜合營業額為281,95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381,601,000港元，減少26.11%。其
中徐州皮廠年內營業額達162,741,000港元（2003：158,485,000港元），較去年增加2.68%。
牛面革的銷售額為254,917,000港元（2003：314,003,000港元），減少18.82%；二層塗色、
貼膜革及其他等產品則為27,034,000港元（2003：67,598,000港元），減少60%。在去年
市場疲軟的不利情況下，集團銷售仍能保持穩定，主要原因是： (1)落實貫徹「抓重
點地區、抓重點客戶」的營銷戰略，建立有效的銷售網絡； (2)直銷大廠舉措初見成
效； (3)落實銷售業績與個人收益掛漖的激勵機制，激發了營銷人員的市場開發、
營銷工作的主動性、創造性。

產品結構和品種方面，除原有的國產納帕軟面皮革系列外，新開發推出全粒面、
自然摔和壓花三個系列的數十個新品種，新產品已被市場普遍接受。

年內，集團繼續在供應採購工作中實行「陽光工程」，通過採購投標制度、引進競
爭機制，再結合市場供求變化有效地控制採購成本價格。由於前期主要消化原通
遠皮廠的原材料，期內採購總額下降 58.8%至 158,806,000港元。

年內集團的皮革總產量為17,553,000平方呎，較去年的31,148,000平方呎減少13,595,000
平方呎，其中：牛面革的產量為 16,344,000平方呎（2003： 22,234,000平方呎），減少
26.49%；二層塗色、貼膜革及其他等產品則為 1,209,000平方呎（2003： 8,914,000平方
呎），減少 86.43%。其中徐州南海皮廠共生產牛面革 13,209,000平方呎，較去年同期
的產量增加 5,133,000平方呎，增幅達 63.56%。

截至2004年12月31日止，集團的綜合庫存為141,089,000港元，較2003年12月31日及2004
年 6月 30日分別減少 80,306,000港元及 64,368,000港元，存貨減少主要是因為在通遠皮
廠停產後，集團在減少採購的同時，積極盤活通遠皮廠的資產和存貨。

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止，集團的應收款餘額為 29,382,000港元，呆壞帳撥備 3,473,000
港元，撥備後餘額為25,909,000港元，較2003年12月31日及2004年6月30日分別增加8,747,000
港元及減少 8,614,000港元。應收款的周轉次數為 13.1次，回收期為 27.88天，較 2003
年的18.43天，增加9.45天。通遠皮廠在2004年3月停產時，應收款為人民幣39,000,000
元，在本集團積極追收下，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止，通遠皮廠的應收款餘額下降至
約人民幣 5,1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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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2004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計息貸款合共100,626,000港元（2003年12月31日：133,648,000
港元），其中：港元計息貸款為 10,350,000港元、人民幣計息貸款為35,676,000港元、
美元計息貸款為 54,600,000港元。此外，計息貸款全數以固定利率計息。

於2004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餘額合共98,040,000港元（2003年12月31日：
84,332,000港元），貨幣主要為港元 (1,333,000港元 )、人民幣（相等於 74,677,000港元）
及美元（相等於 22,030,000港元）。

於 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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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003年 12月 31日： 28.98%）。貸款之年息率約為 3%至 5%。集團總貸款全數
須於 2005年 6月 30日償還。在結算日後，該貸款的還款期限延長至 2006年 6月 30日。
期內集團利息支出為 5,73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 3.59%。

年內，來自業務營運的現金淨流入為24,048,000港元，融資的現金淨流出為16,931,000
港元，全期現金及等同現金增加淨額為 6,274,000港元。

於2004年12月31日止，固定資產淨值為111,296,000港元，較2003年12月31日減少7,110,000
港元。年內資本開支合共為 2,186,000港元（2003年： 3,044,000港元），主要為更新制
革用機器和設備，以配合徐州皮廠擴產的需要。

於 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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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存款及機器設備作出抵押，總帳面淨值合共 20,969,000港元（2003年 12月 31
日： 15,295,000港元）。

通遠皮廠的銀行帳戶被凍結事宜

2004年 2月及 3月，佛山市南海區通遠皮革有限公司（「通遠皮廠」）的若干銀行帳戶
被中國廣州海關凍結，廣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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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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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完全停產，在 2004年 12月底，除部份後勤人員外，已全部遣散該廠合共
600多名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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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止，通遠皮廠
被凍結的款項合共人民幣 9,247,000元。

結束青島南海皮廠的進展

關於青島南海皮廠有限公司（「青島南海皮廠」）與其中國合營夥伴的訴訟，深圳中
國國際經濟及貿易仲裁委員會已於 2004年 5月 27日發出仲裁，確認了 (i)青島南海皮
廠之《中外合作經營青島南海皮廠有限公司合同》（「青島合營協定」）於 2001年 8月 23
日終止； (ii)青島南海皮廠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法規和合作合同的規定進
行清算； (iii)青島南海皮廠已被變賣資產的所得款項和未被變賣的資產均應當納入
青島南海皮廠的清算。北京中國國際經濟及貿易仲裁委員會亦已於 2004年 6月 22日
發出仲裁，全數駁回該中國合營夥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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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請求。本公司將依據上述仲裁對青島南
海皮廠進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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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及供貨商

於截至200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最大供貨商之採購額佔本集團之總採購額21.18%，
而本集團五名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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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7%。此外，本集團最大客戶之營業總額佔本集團之總營業額 24.28%，
而本集團的最大五名客戶之營業總額佔本集團之總營業額6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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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最大五名供貨商或客戶之任何權益。

僱員

於 2004年 12月 31日，本集團有 448名員工 (2003年： 1,0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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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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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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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為集團提
供中期業績審閱服務，該服務的費用為 18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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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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2004年 2003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281,951 381,601
銷售成本 (255,849) (376,238)

銷售毛利 26,102 5,363

其他收入及收益 2,922 19,66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30) (2,941)
行政開支 (20,015) (28,963)
其他營業收入／（開支）淨額 4,226 (88,754)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3 11,605 (95,632)
財務費用 4 (5,734) (5,948)

除稅前溢利／（虧損） 5,871 (101,580)

稅項 5 (1,203) 286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溢利／（虧損）淨額 4,668 (101,294)

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 0.89 仙 (19.33 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綜合資產負債表

2004年 2003年
12月 31日 12月 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11,296 118,406

流動資產
存貨 141,089 221,395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54,698 47,683
可收回稅項 7,040 7,031
應收一位公司高級人員貸款 923 970
已抵押及凍結之銀行存款 14,794 7,355
現金及等值現金 83,246 76,977

301,790 361,411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票據 (38,864) (67,725)
應計費用及其他負債 (19,781) (25,720)
應付一間中國合營夥伴款項 (1,131) (1,131)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46,026) (4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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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同系附屬公司貸款 (54,600) (54,600)
計息銀行借貸 － (33,091)
準備 (72,600) (72,600)

(233,002) (300,824)

流動資產淨值 68,788 60,58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80,084 178,99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012) (8,833)

171,072 170,160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52,415 52,415
儲備 118,657 117,745

171,072 170,160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新近頒佈之香港財務匯報準則及詮釋之影響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當中亦包括會計實務準則及詮釋）、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公司條例編制而成。除投資物業與租賃土地及樓宇定期重估（於下文進一步
解釋）外，本財務報表乃依照原始成本會計慣例編制。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全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以及香港會計準則（以下統稱為新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一般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本集團於編製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時，並無提早採納新香港財務匯
報準則。本集團已就該等新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之影響進行評估，惟尚未能斷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匯
報準則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會否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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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性質及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分為不同架構並個別管理。本集團各業務類
別乃指提供產品與服務之一個策略性業務單位，各承受與其他業務類別不同之風險及享有不同之
回報。該等業務類別之概要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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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投資中國內地之住宅及商用物業以賺取租金之物業投資業務；及

(c) 主要包括本集團公司收支項目之公司及其他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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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乃根據資
產所在地劃分。類別之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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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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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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虧損）及開支之資料。

本集團－二零零四年

皮革加工 物業投資 公司及其他 對銷 綜合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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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51 － － － 281,951
各業務類別間之銷售 － － 480 (480) --
其他收益（不包括匯兌
收益／（虧損）淨額） 1,408 1,066 31 － 2,505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491 － 22 － 513

總額 283,850 1,066 533 (480) 284,969

分類業績 18,379 342 (7,533) － 11,188

利息收入 417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11,605
財務費用 (5,734)

除稅前溢利／（虧損） 5,871
稅項 (1,203)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溢利／（虧損）淨額 4,668

皮革加工 物業投資 公司及其他 對銷 綜合賬目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2,165 － 21 － 2,186
折舊 8,956 － 452 － 9,408
固定資產減值撥回 (5,162) － － － (5,162)
固定資產減值 － － － － －
投資物業重估虧絀／（盈餘） － 234 － － 234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138) － － － (138)
其他非現金開支 25 － 71 － 96
中國當局之稅項索償
及罰金撥備 － － － － －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業務劃分之收益、溢利／（虧損）及開支之資料。

本集團－二零零三年

皮革加工 物業投資 公司及其他 對銷 綜合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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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匯兌
收益／（虧損）淨額） 941 1,825 16,703 － 19,469

匯兌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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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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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194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95,632)
財務費用 (5,948)

除稅前溢利／（虧損） (101,580)
稅項 286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溢利／（虧損）淨額 (101,294)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2,985 － 59 － 3,044
折舊 15,531 － 784 － 16,315
固定資產減值撥回 － － － － －
固定資產減值 10,320 － － － 10,320
投資物業重估虧絀／（盈餘） － (662) － － (662)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42) － － － (42)
其他非現金開支 8,098 (681) 790 － 8,207
中國當局之稅項索償
及罰金撥備 69,600 － － － 69,600

(b) 按地域劃分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地域劃分之收益之資料。

本集團

中國內地 香港 對銷 綜合賬目
2004 2003 2004 2003 2004 2003 200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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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51 381,601 － － － － 281,951 381,601
　其他收益（不包括匯兌
　　收益／（虧損）淨額） 2,505 18,843 － 626 － － 2,505 19,469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675 (1,171) (162) (160) － － 513 (1,331)

總額 285,131 399,273 (162) 466 － － 284,969 399,739

(3)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2004年 200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成本 255,849 376,238
核數師酬金 720 799
折舊 9,408 16,315
僱員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9,912 20,741
遣散費（已計入下述其他營業收入／（開支）淨額內） 1,257 －
退休金計劃供款（經批核供款計劃）* 714 1,153

11,883 21,894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最低租金支出 251 359
其他租金收入 (449) (384)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855) (1,684)
減：投資物業之支出 158 320

租金收入淨額 (697) (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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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開支／（收益）已計入其他營業收入／（開支）淨額內：
重估投資物業產生之虧損／（盈餘） 234 (662)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產生之盈餘 (138) (42)
呆帳撥備 － 816
固定資產撇銷 83 8,021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收益）淨額 13 (630)
固定資產減值撥回 (5,162) －
固定資產減值撥備 － 10,320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13) 1,331
遣散費 1,257 －
中國有關機構追收稅款及稅務罰款準備 － 69,600

(4,226) 88,7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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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財務費用

本集團
2004年 200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各項之利息：

銀行貸款 1,847 3,585
前直接控股公司之貸款 － 434
直接控股公司之貸款 1,778 1,343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貸款 2,109 586

5,734 5,948

(5) 稅項

本集團在年內並無任何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三年：無）。
由於本公司於中國內地及海外國家經營之若干附屬公司，在年內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或尚有可用
於抵銷年內應課稅收入之以往年度之承前稅項虧損，故並無就中國內地及海外國家所得稅作出撥
備（二零零三年：無）。

2004年 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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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延稅項 1,203 －

年度稅項支出／（抵免） 1,203 (286)

根據中國稅法，本公司於中國設立之若干附屬公司自首個營運盈利年度起兩年內獲豁免繳納中國
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享有百分之五十之稅務優惠。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適用於該等中國附屬公司之標準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介乎 24%至 33%。

(6)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年度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4,668,000港元（二零零三年：虧損淨額 101,294,000港元）
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524,154,000股（二零零三年： 524,154,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行使購股權對有關年度每股基本盈
利／（虧損）具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該等年度之每股攤薄後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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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準備

本集團

中國當局
之稅項索償 提前終止
及稅罰金 合營協議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及於 2004年 12月 31日 69,600 3,000 72,600

(a) 中國當局之稅項索償

就廣州海關緝私局（「廣州海關」）向本公司於中國內地成立之全資附屬公司佛山市南海區通遠
皮革有限公司（前稱南海市通遠皮革有限公司）（「通遠皮廠」）追繳人民幣 36,989,000元（約相當
於 34,800,000港元）稅項而言，本公司基於取得的中國法律意見，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作出 69,600,000港元之撥備，作為 (a)廣州海關之稅項索償 34,800,000港元；及 (b)董事經參照中
國法律意見依據中國有關當局之法規可能徵收之稅項罰金 34,800,000港元。

(b) 終止合營企業協議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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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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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提撥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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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深圳分會及北京總會對本集團及該中國合營夥伴提出之
仲裁訴訟作出以下裁決： (i) 青島皮廠之合營企業協議由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起終止；
(ii) 青島皮廠應根據合營企業協議及中國有關法例及規例進行清算；及 (iii) 就中國合營夥伴
因合營企業協議之終止而對本公司追討人民幣 15,000,000元經濟損失之索償予以撤銷。

由於青島皮廠之清算工作尚未完成，因此在年內並未支付該等準備，故該等準備在年內並無
變動。

(8) 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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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南海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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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內，而且，私自經營活動似已違反若干中國適用之法律及法規，其交易涉及若干不當行為。

根據本集團推行之業務重組計劃，本公司在 2003年 1月成立通遠皮廠以經營本集團在廣東省的皮革
業務和運作，通遠皮廠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在中國南海區擁有及經營工廠和分銷業務。而
通遠皮廠於年內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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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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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及三月，通遠皮廠在中國若干銀行帳戶合共約人民幣 700萬元被廣州海關凍結。
隨後，再有額外人民幣 200萬元的銀行結餘被廣州海關凍結，因此，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被凍結的銀行結餘為人民幣 900萬元 (約相等於 870萬港元 )。

本公司董事及管理層滿意於通遠皮廠之一切業務及營運均嚴格遵照中國所有適用之法律法規下進
行，及通遠皮廠其任何管理人員或員工也無犯錯。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廣州海關向通遠皮廠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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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通遠皮廠及南海皮廠沒有通知廣州海關有關南海皮廠
轉變為通遠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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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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廠追收南海皮廠逃避之稅項，這是由於廣州海關開展
調查後，南海皮廠才將其大部份固定資產及存貨轉讓予通遠皮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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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廠及南海皮廠為同一實體，則通遠皮廠將需向廣州海關支付
上述追收稅款 34,800,000港元。因此，本集團作出 34,800,000港元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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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廠的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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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對通遠皮廠徵繳之額外稅項罰款超過 34,800,000港元之撥備，董事認為本集團
將仍有足夠的淨資產及資源以繼續本集團的經營。

於本報告日期，廣州海關或任何其他中國有關當局對通遠皮廠再無採取進一步行動，也無對通遠
皮廠提出進一步申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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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數師報告概要
摘錄自核數師致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報告：

基本不明朗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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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以前年度 貴公司之前附屬公
司之若干前行政人員的不當行為及詳列於財務報表有關 貴集團之相關稅項索償及罰款
撥備 69,600,000港元之披露資料是否足夠。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當局仍在
調查有關事件，目前未能合理地確定中國有關當局是否對 貴公司之前附屬公司及附屬
公司徵繳任何額外稅項罰款以及中國有關當局是否就表面上違反若干中國法律及法規之
情況可能採取之任何其他相應行動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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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並無就其他額外稅項罰款及其它申索或在財務報表所披露之負債
等或然情況進一步計提撥備。吾等認為已作出適當之披露及估計，而吾等在該方面之核
數意見因此並無保留。

意見
吾等認為，上述的財務報表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財政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溢利和現金流動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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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無）。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均有遵守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以前有效的上市規則附錄 14之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為董事證
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年內，均已遵守《標
準守則》內所規定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按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最佳應用守則（「最佳應用守則」）成立了審核委員會（「審核
委員會」），成員包括所有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審核委員會的首要職責包括審議
本公司財務報表的完整、準確及公正程度及內部監察機制的效用。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了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年內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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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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武捷思、張春廷、陳洪、許偉文、熊光陽、何林麗屏；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學禮、馮力及蔡錦輝組成。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