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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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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辦事處
香港干諾道中148號
粵海投資大廈29樓

電話 ： (852) 2308 1013
傳真 ： (852) 2789 0451
網址 ： http://www.gdtann.com.hk

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股份資料
上市地點 ：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股份代號 ： 1058
每手 ： 2,000股
財政年度結算日 ： 12月31日

董事會
陳洪（董事長）

孫軍（董事總經理）

熊光阳＃

何林麗屏＃

喬健康＃

馮力 *
蔡錦輝 *
陳昌達 *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
馮力（主席）

蔡錦輝

陳昌達

薪酬委員會
蔡錦輝（主席）

馮力

陳昌達

提名委員會
陳洪（主席）

馮力

蔡錦輝

陳昌達

公司秘書
勞思思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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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財務回顧

粵海制革有限公司  •  中期報告 2013

業績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粵海制革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綜
合股東應佔溢利為3,38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綜合虧損3,636,000港元，轉虧為盈，增
加7,016,000港元。

本集團於2013年6月30日的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為341,396,000港元，較2012年6月30日及2012年12月31日
的資產淨值分別增加18,689,000港元和11,823,000港元。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無）。

業務回顧
2013年上半年，國家宏觀經濟增速下降，皮革行業原材料及人工成本上升造成部分中國鞋廠企業出現經營困
難。在此複雜環境下，本集團期內堅持穩健經營，嚴格執行全面預算管理，加大研發新產品力度，採取多種

營銷策略並推動與各知名品牌鞋廠的全方位合作，確保了經營目標的穩步推進。此外，本集團以不斷深入的

管理根基為基礎，以不斷追求產業創新為目標，積極推動品牌建設工作，繼2012年本集團成為江蘇省皮革行
業第一家獲得國家「真皮標誌生態皮革」稱號的企業後，在本年4月由行業權威雜誌《世界皮革》評選的年度最
佳頒獎禮上，憑藉在環保處理和清潔生產上的不斷革新和追求，獲得「全球最佳創新制革廠」大獎，該獎項

的獲得極大地擴大了本集團的聲譽。與此同時，在本年5月經業內專家及上下游的供應商共同評定，本集團
獲得中國皮革協會授予的2012年度真皮標誌產品最佳供應商，進一步推動了本集團在行業供應鏈中的品牌
地位。

期內牛面革總產量為14,115,000平方呎，較去年同期的11,677,000平方呎增加2,438,000平方呎，上升
20.9%；灰皮產量為6,137噸，較去年同期的6,818噸減少681噸，下降10.0%。

期內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為321,78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262,188,000港元增加59,599,000港元，上升
22.7%。其中：牛面革的銷售額為275,890,000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22,661,000港元），
上升23.9%；灰皮及其他產品則為45,897,000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9,527,000港元），上
升16.1%。期內，牛隻屠宰量下降導致原皮價格高企，而資金壓力的不斷擴大和鞋廠整體庫存的高企導致需
求萎縮，加上不斷上升的原材料成本及生產成本與難以繼續上行的成品售價形成不可調和的矛盾。面對以上

不利因素，本集團通過強化內控、採購和營銷體系，期內實現銷量和價格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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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財務回顧（續）

業務回顧（續）
銷售方面，本集團嚴格按信用額度管理辦法進行銷售，在國家宏觀經濟增速放緩，企業原材料及人工成本上

升的複雜環境下，本集團把業務重點向戰略客戶轉移，對於無信用等級評定的客戶執行現款現貨，確保了本

集團資產安全。此外，本集團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強化營銷體系，推進重點客戶淡季備貨和產品對接工作，

緊貼市場，走訪客戶，發揮與大客戶戰略合作關係，積極主動擴大邊散客戶的業務交往。

採購方面，本集團動態分析市場供需變化，緊盯原材料變化周期和國內外營銷市場的變動周期，通過集體研

究分析，正確把握採購時機，同時實施穩健的採購策略，期內採購總額為272,59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
加1.0%。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綜合庫存為190,481,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200,679,000港元），較
2012年12月31日減少10,198,000港元，下降5.1%，主要是期內本集團結合市場外銷要求，積極開拓市場寬
度，將產品領域延伸，通過整改消化了部分成品庫存，大大減少了庫存積壓帶來的壓力，同時盤活了資金。

財務回顧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餘額為56,829,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44,513,000港元），
較2012年12月31日增加12,316,000港元，增幅為27.7%，其中：港元存款佔3.0%、人民幣佔96.4%及美元
佔0.6%。期內來自經營業務的現金流入淨額為12,990,000港元，主要是存貨、應收票據減少增加現金流入；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為1,552,000港元，主要是購置機器設備的支出。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計息貸款合共174,084,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196,110,000港元），其中：
港元計息貸款為65,000,000港元、美元計息貸款為109,084,000港元。本集團的貸款主要來自：(1)銀行提供
的短期貸款結餘31,705,000港元，以人民幣9,530,000元的銀行存款作抵押及 (2)本集團內部短期無抵押貸款
結餘142,379,000港元。上述計息貸款以浮動利率計息。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計息貸款負債對股東權益加計息貸款負債之比率為33.8%（2012年12月31日：
37.3%）。期內貸款之年息率約為1.8%至3.1%。本集團的所有貸款均為於1年內償還之款項。期內本集團利
息支出為3,11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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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財務回顧（續）

財務回顧（續）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信貸總額為477,014,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341,661,000港元），
其中已使用的銀行信貸額為31,705,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53,731,000港元），尚未動用的銀行信貸額
為445,309,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287,930,000港元）。考慮現有之現金資源及可動用的信貸額，加上
本集團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流，本集團有足夠財務資源以應付日常經營所需。

資本性開支
於2013年6月30日，預付土地租金和物業、廠房及設備等非流動資產淨值為117,477,000港元，較
2012年12月31日之淨值117,812,000港元減少335,000港元，期內資本開支合共為3,539,000港元（截至
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548,000港元），主要為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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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共11,963,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13,005,000港元）已抵押予
銀行，以取得一般銀行授信額度。

匯率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交易基本上以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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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薪酬政策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有742名員工（2012年12月31日：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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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淨現金流及稅後利潤為依據，按不同利潤檔次計提獎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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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2008年11月通過新購股權計劃，旨在激勵高級管理人員
對本集團作出貢獻及讓本集團可招聘及挽留優秀人員為本集團長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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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財務回顧（續）

展望
2013年下半年，隨著國家經濟政策向底線思維的方向轉變，整體經濟發展速度逐漸放緩，而中國皮鞋廠商因
投資多元化而造成的資金流失將進一步擴大，加上外銷不暢局面並未有緩解跡象，皮革生產企業受到產能過

剩的困擾將不可避免。本集團將繼續堅持貫徹「務實基礎、穩中求進、謀機發展」的工作思路，以繼續尋求環

保指標擴張為突破口，積極探索後續發展之路。今後，本集團將致力做好以下幾項工作：做強牛皮鞋面革生

產主業，並建立好各項機制，塑造好隊伍，打造好硬件，將本集團打造成為行業內的優質企業。同時，本集

團將繼續強化內控管理和預算管理，努力實現各項預定經營目標，確保全年的經營業績，為本集團將來的發

展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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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中環添美道1號
中信大廈22樓
電話 : (852) 2846 9888
傳真 : (852) 2868 4432
www.ey.com

致：粵海制革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董事會

引言
吾等已審閱列載於第8至26頁的粵海制革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中期財務資料。
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於2013年6月30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綜合收
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及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中期財務資料報告必須符合以上規則之有關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中期財務資料由董事負責。吾等之責任是根據審閱之結果，對此中期財
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聘任之協定條款僅向 閣下（作為法人）報告，除此以外概無其他目的。吾等概不會
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吾等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
行審閱。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務之人員作出查詢，及應用分析性及其他審閱程序。

審閱之範圍遠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小，故不能令吾等保證吾等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之所

有重要事項。因此，吾等不會發表審計意見。

結論
按照吾等之審閱，吾等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吾等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要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編製。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1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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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2013年 2012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321,787 262,188

銷售成本 (300,691) (255,342)
    

毛利 21,096 6,84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 3,639 7,906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86) (1,023)
行政開支 (12,593) (13,358)
財務費用 4 (3,112) (3,039)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7,944 (2,668)

所得稅開支 5 (4,564) (968)
    

本期溢利╱（虧損） 3,380 (3,636)
    

每股盈利╱（虧損） 6
 — 基本 0.63港仙 (0.68港仙 )
    

 — 攤薄後 0.63港仙 不適用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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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溢利╱（虧損） 3,380 (3,636)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在其後的期間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8,559 (2,624)

在其後的期間不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樓宇重估虧絀 (367) (27)
所得稅影響 92 7
   

(275) (20)
   

經扣除稅項後之本期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8,284 (2,644)
   

本期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11,664 (6,280)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201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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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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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9 103,560
預付土地租金 14,348 14,252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7,477 117,812
    

流動資產
存貨 190,481 200,679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8 236,179 236,455
已抵押銀行結存 11,963 13,005
現金及銀行結存 56,829 44,513
    

流動資產總值 495,452 494,652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 9 50,176 39,99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7,409 37,212
計息銀行貸款 10 31,705 53,731
應付一間中國合營夥伴款項 16(c)(ii) 1,131 1,131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10, 11 142,379 142,379
準備 4,004 3,934
應付稅項 4,528 4,200
    

流動負債總值 271,332 282,582
    

流動資產淨值 224,120 212,07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1,597 329,88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01 309
    

非流動負債總值 201 309
    

淨資產 341,396 329,573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53,802 53,802
儲備 13 287,594 275,771
    

權益總額 341,396 329,573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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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已發行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可換股
票據

權益部份
一般

儲備基金 儲備基金
購股權
儲備

股本
贖回儲備 匯兌儲備

物業
重估儲備

特別資本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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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2年1月1日（經審核） 53,802 20,785 5,545 167,746 15,987 2,287 445 95,440 1,832 2,344 (37,803) 328,410

本期虧損 – – – – – – – – – – (3,636) (3,636)
本期其他全面虧損：

 經扣除稅項後之樓宇重估虧絀 – – – – – – – – (20) – – (20)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 (2,624) – – – (2,624)             

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 (2,624) (20) – (3,636) (6,280)
以股權結算購股權安排 – – – – – 577 – – – – – 577
根據承諾轉撥入累計虧損

 （附註13(b)） – – – – – – – – – (190) 190 –             

於201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53,802 20,785* 5,545* 167,746* 15,987* 2,864* 445* 92,816* 1,812* 2,154* (41,249)* 322,707
             

於2013年1月1日（經審核） 53,802 20,785 5,545 167,746 17,521 2,068 445 95,392 2,229 2,329 (38,289) 329,573

本期溢利 – – – – – – – – – – 3,380 3,380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

 經扣除稅項後之樓宇重估虧絀 – – – – – – – – (275) – – (275)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 8,559 – – – 8,559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8,559 (275) – 3,380 11,664
以股權結算購股權安排 – – – – – 159 – – – – – 159
根據承諾轉撥自累計虧損

 （附註13(b)） – – – – – – – – – 613 (613) –             

於2013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53,802 20,785* 5,545* 167,746* 17,521* 2,227* 445* 103,951* 1,954* 2,942* (35,522)* 341,396
             

* 此等儲備賬目包括於2013年6月30日的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的綜合儲備287,594,000港元（2012年6月30日：268,90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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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所用）之現金流量淨額 12,990 (52,727)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之現金流量淨額 (1,552) 17,920
   

現金及等同現金增加╱（減少）淨額 11,438 (34,807)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44,513 81,672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878 (315)
   

期末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56,829 46,550
   

現金及等同現金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56,829 46,550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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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1. 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於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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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31日止
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1.1 會計政策和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在編製本期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首次採納以下全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經修訂） 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合併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經修訂）

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 
 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呈列財務報表 — 呈列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2011年） 僱員褔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地表礦藏生產階段之剝離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9年至
 2011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2012年6月頒佈之多項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如下文進一步闡釋有關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影響外，採
納該等全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無重大財務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改變在其他全面收益呈列之項目分組。在未來某個時間可重新分類（或
重新使用）至損益之項目（例如對沖一項投資淨額之收益淨額、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現金流

量對沖變動淨額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虧損或收益淨額）將與從未重新分類之項目（例如有關定額

福利計劃以及土地及樓宇重估之精算收益或虧損）分開呈列。本集團於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

財務資料呈列之其他全面收益據此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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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 會計政策（續）
1.1 會計政策和披露之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就公允值提供精確定義，公允值計量的單一來源及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範圍內使用的披露規定。該準則並不改變本集團須要使用公允值之情況，但為在其他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已規定或允許使用公允值之情況下，就如何應用公允值提供指引。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

財務資料內需要就金融工具作出若干指定披露。本集團已於附註14作出該等披露。

1.2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未於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中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全新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經修訂） 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經修訂）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 更新衍生工具及
 對沖會計之延續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
 （經修訂）

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 — 
 投資實體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 1

1 於2014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15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現正就該等全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初步實施的影響作出評估。目前，本集團認

為該等全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政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2. 經營分類資料
鑒於本集團超過90%之收入、業績及資產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或「中國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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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一名主要客戶的資料

期 內，來 自 一 名 單 一 客 戶 的 銷 售 收 入 約63,520,000港 元（截 至2012年6月30日 止 六 個 月： 
69,192,000港元），其對總收入作出約20%（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6%）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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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代表銷售貨品之發票淨值（扣除退貨、貿易折扣及增值稅）。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皮革加工及銷售 321,787 262,18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利息收入 70 286
 匯兌收益淨額 2,660 129
 銷售廢料 539 623
 政府補貼 – 4,311
 樓宇重估盈餘 – 1,67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314 8
 其他 56 879

   

3,639 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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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4.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存貨成本 298,565 256,196
折舊 4,986 3,981
下列各項利息：

 銀行貸款 1,076 1,369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2,036 1,670

   

3,112 3,039
   

存貨準備╱（準備撥回） 2,126 (854)
應收貨款之減值撥回 (96) (892)
   

5.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在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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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截至2012年 6 月 3 0 日
止六個月：無）。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經營產生的應課稅溢利已按中國內地的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

 本期 — 中國內地 4,564 550
 遞延稅項 – 418
   

本期稅項支出總額 4,564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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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6.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期溢利╱（虧損）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後盈利乃按本期溢利計算。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按照用作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的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和假設具有潛在攤薄影響的購股權全數以零代價行使為普通股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造成反攤薄影響，故並無披露該期
間之每股攤薄後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及每股攤薄後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期溢利╱（虧損） 3,380 (3,636)
   

股份數目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538,019,000 538,019,000

攤薄影響 —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71,460 不適用
   

538,090,460 不適用
   

7.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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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8.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包括應收貨款及票據結餘淨額233,400,000港元
（2012年12月31日：232,53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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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內支付，惟若干具規模之客戶之付款期延長至2至3個月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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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款與一大群分散的客戶有關，因此不存在信貸風險過份集中的情

況。應收貨款為不計息。

於結算日，本集團的應收款項及票據按付款期限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232,775 231,787
少於3個月 733 845
3至6個月 – 7
超過6個月 73 166

   

233,581 232,805

減值 (181) (273)
   

233,400 23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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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9. 應付貨款
於結算日，本集團的應付貨款按收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34,810 30,267
3至6個月 12,338 6,808
超過6個月 3,028 2,920
   

50,176 39,995
   

本集團的應付貨款均為免息及一般須在60至90天內付款。

10. 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

2013年6月30日 2012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實際息率 到期日 金額 實際息率 到期日 金額

短期 (%) 千港元 (%) 千港元
       

信託提貨貸款，有抵押 2.07–2.48 2013年 31,705 2.01–2.50 2013年 53,731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附註11） 2.78–2.90 2013年 142,379 2.81–2.90 2013年 142,379
       

附註：

本集團以美元計值之信託提貨貸款額度為477,014,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341,661,000港元），該等貸款乃由本集團若干銀
行存款作抵押，並由本公司簽立之公司擔保作抵押（2012年12月31日：由本集團若干銀行存款作抵押，並由本公司簽立之公司
擔保作抵押）。於2013年6月30日，已使用結餘31,705,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53,731,000港元）。

資產抵押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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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1.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粵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提供之貸款載列如下：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a) 22,779 22,779
(b) 65,000 65,000
(c) 54,600 54,600

    

142,379 142,379
    

附註：

(a) 該結餘為2,920,000美元（2012年12月31日：2,920,000美元）的無抵押貸款，按3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加2.5%
（2012年12月31日：3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加2.5%）的年利率計息，及須於2013年7月31日償還（2012年12月31日：
須於2013年7月31日償還）。

(b) 該結餘為65,000,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65,000,000港元）的無抵押貸款，按3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放利率加2.5%
（2012年12月31日：3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放利率加2.5%）的年利率計息，及須於2013年8月9日償還（2012年12月31日：
須於2013年8月9日償還）。

(c) 該結餘為7,000,000美元（2012年12月31日：7,000,000美元）的無抵押貸款，按3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加2.5%
（2012年12月31日：3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加2.5%）的年利率計息，及須於2013年12月30日償還（2012年12月31日：
須於2013年12月30日償還）。

12. 股本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7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70,000 70,000
   

已發行及繳足：

 538,019,000股（2012年12月31日：538,019,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53,802 5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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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2. 股本（續）
股票期權計劃

於2008年11月24日，本公司採納新股票期權計劃（「2008期權計劃」）。

2008期權計劃旨在激勵經選定的僱員、行政人員及董事為本集團作出貢獻，並為本公司提供靈活途徑，
以挽留、激勵、獎勵、酬賞、補償該等僱員、行政人員及董事及╱或向該等僱員、行政人員及董事提供

福利，或作董事會可能不時批准之其他用途。2008期權計劃之合資格人士包括本集團成員公司之僱員、
行政人員或董事。除非以其他方式終止或修訂，2008期權計劃將由2008年11月24日起計10年內生效。

於2013年6月30日，根據2008期權計劃有11,236,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根據本公司現行資本架構，
悉數行使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將導致發行11,236,000股本公司額外普通股及1,124,000港元額外股本及
3,701,000港元股份溢價（未扣除發行開支）。

13. 儲備
本集團於本期和過往期間之儲備金額及變動均呈列在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內。

(a) 本集團之一般儲備基金乃不可分派儲備，不應視作變現溢利。

於1996年11月25日，確認削減股份溢價賬133,349,000港元之法令已於香港公司註冊處註冊，有
關進賬已轉撥至一般儲備基金內，而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之商譽已於綜合財務報表中抵銷。截至

2002年12月31日止年度，就附屬公司投資減值而轉出之商譽133,349,000港元乃關於1996年收
購該附屬公司而產生之商譽。

根據於1998年1月23日舉行之本集團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一項特別決議案及經中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高等法院（「法院」）於1998年3月2日之法令所確定，股份溢價賬減少34,397,000港元，而本
集團承諾於本集團賬目內撥入相同數額之一般儲備基金以作沖銷於1997年因綜合本集團及其附屬
公司綜合賬目而產生之綜合商譽。於2000年及2001年就附屬公司投資減值而分別轉出之商譽
12,478,000港元及21,919,000港元乃關於1997年收購該等附屬公司而產生之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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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3. 儲備（續）
(b)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2011年2月1日通過的一項特別決議案及法院於2011年3月29日（「生效日期」）

確認已向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削減本公司股份溢價（「削減股份溢價」）為數393,345,845港元，該
削減的貸項所記金額用於抵銷等同數值的本公司累計虧損。

就該削減股份溢價的申請（「該申請」），本公司承諾，倘本公司於該申請中就已識別並於

2000年12月31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間本公司賬目中作出減值準備或攤銷的資產（「資產」）於日
後作出任何收回，而有關收回超出於2010年6月30日本公司賬目中所作出的減值，則超出減值部
份（最高達150,345,170港元（「限額」））的所有該等收回將計入本公司會計記錄的特別資本儲備（「特
別資本儲備」），並且倘在生效日期為本公司清盤程序的開始日期，本公司仍有任何尚未償還的債

項或任何針對本公司而尚未解決的索償，而有關債項及索償的憑證在該清盤中被接納，以及該等

債項或索償的受益人並無其它協定，則有關儲備將不被視作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79B條而言的變
現溢利，並將（只要本公司仍維持為上市公司）被視為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79C條（或其任何法定重
新制定或修訂本）而言的不可分派儲備，惟：

(1) 本公司可將特別資本儲備自由用作與股份溢價賬相同之用途；

(2) 倘於生效日期後，本公司收到繳足股份的新代價或可分派利潤資本化而增加本公司股份溢價
賬的貸項所記金額，則有關增長數額可在特別資本儲備的限額內予以削減；

(3) 倘生效日期後進行資產出售或其他變賣，特別資本儲備的限額可予以削減，削減金額為於
2010年6月30日就該等資產作出的減值或攤銷金額，減去因是項出售或變賣而計入特別資本
儲備的金額（如有）；及

(4) 倘限額根據上文第 (2)及╱或 (3)條進行任何削減後，於特別資本儲備的貸項所記金額超出該儲
備的限額，則本公司可自由將任何超出的數額轉撥至本公司的一般儲備，而此數額即將成為

可供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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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3. 儲備（續）
(b) （續）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以撥回準備的方式收回的資產為613,000港元，因此 
613,000港元由累計虧損轉撥至本集團的特別資本儲備。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就資產額外計提減值準備190,000港元。因此190,000港元由
特別資本儲備轉撥至本集團的累計虧損。

因 上 文 所 述， 於2013年6月30日， 調 整 後 限 額 為150,273,970港 元（2012年12月31日：
150,273,970港元），而本集團的特別資本儲備的貸項所記金額為2,942,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
2,329,000港元）。

14. 金融工具
各類別金融工具於2013年6月30日之賬面值如下：

金融資產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貸款及 貸款及

應收款項 應收款項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貨款及票據 233,400 232,532
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之金融資產 21 21
已抵押銀行結存 11,963 13,005
現金及銀行結存 56,829 4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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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4. 金融工具（續）
金融負債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按攤銷成本計 按攤銷成本計

算之金融負債 算之金融負債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貨款 50,176 39,995
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之金融負債 25,637 26,757
計息銀行貸款 31,705 53,731
應付一間中國合營夥伴款項 1,131 1,131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142,379 142,379

   

本集團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15. 承諾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簽訂，但未計入賬目：

 土地及樓宇 1,399 1,395
 租賃物業裝修 63 62
 廠房及機器 671 2,308
   

2,133 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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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6. 關連人士交易
(a) 與關連人士交易

期內，除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其他部分所詳述之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與關連人士之

重大交易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支付予同系附屬公司之辦公室租金 173 173
支付予直接控股公司之利息開支 2,036 1,670
   

(b) 與關連人士之承諾

於2011年4月1日，本公司與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Global Head Developments Limited簽訂年期為
3年之辦公室租賃協議，於2014年2月5日到期。於2013年6月30日，於1年內到期之經營租賃承
諾總額為207,000港元。於2012年12月31日，於1年內及第2年至第5年內到期之經營租賃承諾
總額分別約為346,000港元及34,000港元。

(c) 與關連人士之結餘

(i) 於結算日，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之詳情載於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11。

(ii) 應付一間中國合營夥伴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d) 對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1,131 606
僱員結束服務後之福利 148 113
以股權結算購股權開支 56 203
   

對主要管理人員支付之總報酬 1,335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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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續）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7. 資產抵押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下列資產已作抵押，以換取本集團獲批之一般銀行授信額度：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結餘 11,963 13,005
   

18. 批准中期財務資料
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於2013年8月23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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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3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
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而須 (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

淡倉）；(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載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或 (iii)根據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
所如下：

(I) 於本公司之權益及淡倉
(1) 於普通股的權益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權益性質

持有
普通股數目 好倉╱淡倉

權益之概約
百分比
（附註）

     

孫軍 個人 40,000 好倉 0.01%

熊光阳 個人 230,000 好倉 0.04%

何林麗屏 個人 200,000 好倉 0.04%

馮力 個人 1,380,000 好倉 0.26%

蔡錦輝 個人 60,000 好倉 0.01%

附註： 權益之概約百分比乃按於2013年6月30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538,019,000股之普通股為計算基準。



28 粵海制革有限公司  •  中期報告 2013

董事的證券權益及淡倉（續）

(I) 於本公司之權益及淡倉（續）
(2) 於普通股購股權的權益（好倉）

購股權數目 緊接授出
日前一日
之普通股
價格 **

緊接行使
日前一日
之普通股
價格 **

 

董事姓名
購股權

授出日期
於授出
日期

於2013年
1月1日

於期內
授出

於期內
行使

於期內
註銷╱
失效

於2013年
6月30日

授出
購股權

之總代價
購股權
行使價 *

（日 .月 .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每股） （每股） （每股）

            

陳洪 14.07.2010 5,110,000 3,066,000 – – – 3,066,000 – 0.435 0.435 –

孫軍 24.11.2008 200,000 40,000 – – – 40,000 – 0.278 0.27 –
14.07.2010 1,260,000 756,000 – – – 756,000 – 0.435 0.435 –

熊光阳 24.11.2008 1,150,000 230,000 – – – 230,000 – 0.278 0.27 –
14.07.2010 4,320,000 2,592,000 – – – 2,592,000 – 0.435 0.435 –

喬健康 14.07.2010 1,780,000 1,068,000 – – – 1,068,000 – 0.435 0.435 –

有關上述根據2008期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之附註：

(a) 所有購股權之購股權期限為自授出日期起計五年零六個月。

(b) 任何購股權只於已歸屬後方可在購股權期限內行使。

(c) 以下為購股權之一般歸屬比例：

日期 歸屬比例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兩年當日 4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三年當日 3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四年當日 1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五年當日 20%

(d) 購股權的歸屬亦取決於能否達成董事會在授出購股權時所決定的及於授出要約內列明的有關表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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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證券權益及淡倉（續）

(I) 於本公司之權益及淡倉（續）
(2) 於普通股購股權的權益（好倉）（續）

有關上述根據2008期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之附註（續）：

(e) 以下為購股權之離職者的歸屬比例，此歸屬比例適用於承授人於某些特殊情況下不再為合資格人士（減去根據一般歸

屬比例已行權或已失效之百分比）：

事件發生日期 歸屬比例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四個月當日或之前 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四個月後當日但於一年當日之前 1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一年當日或之後但於兩年當日之前 25%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兩年當日或之後但於三年當日之前 4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三年當日或之後但於四年當日之前 7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四年當日或之後 80%

餘下的20%的歸屬
亦取決於該四年

在整體績效考核

中取得合格成績

* 如進行供股或派發紅股或本公司股本有其他類似變動，購股權之行使價須予調整。

** 本公司之普通股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一日」所披露之價格指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一個營業日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之收市價。

本公司之普通股於「緊接行使日期前一日」所披露之價格指本公司每一名董事或所有其他參與者匯總作為整體在所有

購股權行使期間（於緊接行使前一天）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之加權平均收市價。

(II) 於粵海投資有限公司（「粵海投資」）的權益及淡倉
(1) 於普通股的權益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權益性質

持有
普通股數目 好倉╱淡倉

權益之
概約百分比
（附註）

     

何林麗屏 個人 2,207,000 好倉 0.04%

附註： 權益之概約百分比乃按於2013年6月30日粵海投資之已發行股份6,238,163,071股之普通股為計算基準。



30 粵海制革有限公司  •  中期報告 2013

董事的證券權益及淡倉（續）

(II) 於粵海投資有限公司（「粵海投資」）的權益及淡倉（續）
(2) 於普通股購股權的權益（好倉）

購股權數目 緊接授出
日前一日
之普通股
價格 **

緊接行使
日前一日
之普通股
價格 **

 

董事姓名
購股權

授出日期
於授出
日期

於2013年
1月1日

於期內
授出

於期內
行使

於期內
註銷╱
失效

於2013年
6月30日

授出
購股權

之總代價
購股權
行使價 *

（日 .月 .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每股） （每股） （每股）

            

何林麗屏 24.10.2008 2,400,000 1,440,000 – (447,000) – 993,000 – 1.88 1.73 6.82
22.01.2013 1,256,000 – 1,256,000 – – 1,256,000 – 6.20 6.30 –

有關上述根據粵海投資採納之股票期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之附註：

(a) 所有購股權之購股權期限為自授出日期起計五年零六個月。

(b) 任何購股權只於已歸屬後方可在購股權期限內行使。

(c) 以下為購股權之一般歸屬比例：

日期 歸屬比例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兩年當日 4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三年當日 3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四年當日 1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五年當日 20%

(d) 購股權的歸屬亦取決於能否達成粵海投資董事會在授出購股權時所決定的及於授出要約內列明的有關表現目標。

(e) 以下購股權之離職者的歸屬比例，此歸屬比例適用於承授人於某些特殊情況下不再為合資格人士（減去根據一般歸屬

比例已行權或已失效之百分比）：

事件發生日期 歸屬比例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四個月當日或之前 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四個月後當日但於一年當日之前 1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一年當日或之後但於兩年當日之前 25%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兩年當日或之後但於三年當日之前 4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三年當日或之後但於四年當日之前 70%
授出購股權日期後四年當日或之後 80%

餘下的20%的歸屬
亦取決於該四年

在整體績效考核

中取得合格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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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證券權益及淡倉（續）

(II) 於粵海投資有限公司（「粵海投資」）的權益及淡倉（續）
(2) 於普通股購股權的權益（好倉）（續）

有關上述根據粵海投資採納之股票期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之附註（續）：

* 如進行供股或派發紅股或粵海投資股本有其他類似變動，購股權之行使價須予調整。

** 粵海投資之普通股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一日」所披露之價格指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一個營業日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之收市價。

粵海投資之普通股於「緊接行使日期前一日」所披露之價格指每一名粵海投資董事或所有其他參與者匯總作為整體在
所有購股權行使期間（於緊接行使前一天）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之加權平均收市價。

(III) 於Kingway Brewery Holdings Limited（金威啤酒集團有限公司）（「金威啤酒」）
的權益及淡倉
於普通股的權益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權益性質

持有
普通股數目 好倉╱淡倉

權益之
概約百分比
（附註）

     

何林麗屏 個人 398,000 好倉 0.02%

附註： 權益之概約百分比乃按於2013年6月30日金威啤酒之已發行股份1,711,536,850股之普通股為計算基準。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2013年6月30日，據本公司所知，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或淡倉權益而須 (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被當作或視
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載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或 (iii)根據標準守則知會
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其同系附屬公司於期內之任何時間概無作為

任何安排的一方，致使本公司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藉著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股份
或債券而取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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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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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3年6月30日，就本公司各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
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視為或當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
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載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股東名稱
權益類別╱
權益性質 持有普通股數目 好倉╱淡倉

權益之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廣東粵海控股有限公司（附註2）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383,820,000 好倉 71.34%

粵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實益持有人 383,820,000 好倉 71.34%

附註：

1. 權益之概約百分比乃按2013年6月30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538,019,000股之普通股為計算基準。

2. 廣東粵海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的實際權益乃通過其100%直接控股的粵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而持有。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2013年6月30日，據本公司各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概無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
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視為或當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
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載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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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3年6月30日，除本報告於「董事的證券權益及淡倉」一節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若干合資格人士（除本
公司的董事外）擁有根據2008期權計劃授出之以下權益可有權認購本公司股份。各份購股權均賦予持有人權
利可認購1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有關進一步詳情載於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2，而有關2008期權計劃的詳細條款已於本公司2012年年報內披露。

購股權數目 緊接授出
日前一日
之普通股
價格 **

緊接行使
日前一日
之普通股
價格 **

 

參與者類別
購股權

授出日期
於授出
日期

於2013年
1月1日

於期內
授出

於期內
行使

於期內
註銷╱
失效

於2013年
6月30日

授出
購股權

之總代價
購股權
行使價 *

（日 .月 .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每股） （每股） （每股）

            

高層管理人員 24.11.2008 650,000 130,000 – – – 130,000 – 0.278 0.27 –
14.07.2010 2,980,000 1,788,000 – – – 1,788,000 – 0.435 0.435 –

僱員 14.07.2010 570,000 342,000 – – – 342,000 – 0.435 0.435 –

其他參與者 14.07.2010 2,040,000 1,224,000 – – – 1,224,000 – 0.435 0.435 –

附註： 有關上述根據2008期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報告第28至29頁「董事的證券權益及淡倉」一節中「有關上述根
據2008期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之附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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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的適用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6.7條除外，因一名非執行董事不在香港或有其他事務在身而未能出席本
公司於2013年5月30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

於本公司在2013年8月23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本公司批准及採納一項多元化政策（「該政策」），列載其
實現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部署。本公司提名委員會負責監控本公司於履行該政策內規定的表現，包括

實現該政策所載的該等可計量目標。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
出具體徵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董事資料的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於2013年1月1日至本報告日期間，本公司董事資料變動如下：

自2013年1月1日開始，陳洪先生及孫軍先生的各自全年薪金、津貼及非現金福利分別合共約為
693,000港元和人民幣342,000元。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及本公司之中期報告。此外，
本公司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亦已審閱上述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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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巿證券。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陳洪

香港，201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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