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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8） 

 

 截至 2017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未經審核財務摘要 

 2017 年 

千港元 

2016 年 

千港元 

變動 

% 

收入 155,140                           212,671                           -27.1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32,464)                           (21,836)                           -48.7 

每股虧損─基本 (6.03) 港仙                           (4.06) 港仙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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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截至2017年6月30日止六個月  

粤海制革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 2017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連同比較數字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本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核數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7年6月30日止六個月  

 

    

  附註 2017年          2016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皮革加工及銷售  3    155,140 212,671 
 
銷售成本                                                            (    167,716) (    211,876)    _________ _________ 

 
毛利 /(毛虧)                    (      12,576) 795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714 832 
銷售及分銷開支                                                           (           951) (       1,202) 
行政開支                                                           (      12,742) (      16,692)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減值                    (        3,300) (        2,817) 
財務費用                                      4                   (        3,578)           (       2,752)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虧損                                       4                   (      32,433)            (     21,836) 
 
所得稅開支                                     5                   (             31)   -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虧損                                                            (      32,464)             (     21,836)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每股虧損  6 
 - 基本                                                         (6.03)港仙             (4.06)港仙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 攤薄後   (6.03)港仙             (4.06)港仙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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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7年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7年                    2016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虧損   (     32,464) (    21,836)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在其後的期間不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其他全面收益：  
樓宇重估盈餘    1,012 504 
所得稅影響   (          253) (         126)    _________ _________ 

               759 378 
     

在其後的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0,846 (       8,248)    _________ _________ 

 
經扣除稅項後之本期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11,605 (       7,870)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      20,859) (    29,706)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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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7年6月30日 
   2017年           2016年 

  附註                  6月30日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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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67 87,308 
預付土地租金   12,005 11,789   __________ __________ 
 

非流動資產總值   94,472 99,097   __________ __________ 
 
流動資產   
存貨    317,720 258,591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金  8 101,178 138,030 

可收回稅項   -  4 

已抵押銀行結存   16,042 11,610 

現金及銀行結存   25,426 48,291   __________ __________ 
 
流動資產總值   460,366 456,526   __________ __________ 
 
流動負債   
應付貨款  9 60,207 61,27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1,612 36,149 

計息銀行貸款   100,669 85,966 

應付一間中國合營夥伴款項   1,131 1,131 

準備   3,674 3,565 

應付稅項   26 -   __________ __________ 
 
流動負債總值   207,319 188,086   __________ __________ 
 

流動資產淨值   253,047 268,440   __________ __________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347,519 367,537   __________ __________ 
 

非流動負債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140,532 139,925 

遞延稅項負債   2,454 2,220   __________ __________ 
 
非流動負債總值   142,986 142,145   __________ __________ 
 
淨資產   204,533 225,392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權益  

股本   75,032 75,032 

其他儲備   129,501 150,360   __________ __________ 

 

權益總額   204,533 225,392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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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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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不包括年度財務報

表所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事宜，及應與本集團於 2016 年 12 月 31 日之年度財務報表一

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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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年 12 月 31 日止年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惟並無採納於 2017 年 1 月 1 日生

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任何其他準

則、詮釋或修訂。  

 

 此份截至 2017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所載用作比較之截至  

2016 年 12 月 31 日止年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當年之法定年度綜合財務報表，

惟出自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36條規定而披露之有關

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之規定，向公司

註冊處處長提交截至  2016 年 12 月 31 日止年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數師已就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數師報告並無發表保留意見；並無

提述核數師在不對其報告出具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之方式促請使用者注意之任何

事項；亦無載有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06(2)條或第 407(2)或(3)條作出之陳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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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經修訂）  披露議案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經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經修訂）  其他實體權益披露  

包括在   

2014 年至 2016 年週期之年度改進   

 

採納該等全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構

成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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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77,000 港元（截至 2016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35,223,000 港元），其對總收入作出約 16% (截至 2016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17%）的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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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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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7年           2016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皮革加工及銷售   155,140 212,671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40 26 

  銷售廢料  595 694 

 其他  79 112     ________ ________ 

 

    714 832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4)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7年 2016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存貨成本*  163,276 212,773 

 折舊   5,547 5,667 

 應收賬款減值   501 - 

 外幣匯兌差異，淨額   (     1,584) 2,6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368 44 

 下列各項利息：   

銀行貸款   1,646 1,044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1,932 1,708    _______ _______ 

    3,578 2,752    _______ _______ 

 

 存貨準備╱（準備撥回）*    4,440 (      897)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該項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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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本集團在期內並無任何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及中國內地所得稅作出

準備（截至 2016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無）。中國內地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按本集團

營運所在之中國內地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7年 2016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中國內地  

  本期計提   47 - 

  以前年度多計提   (     16) -    _____ ______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31 -    _____ ______    _____ ______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期虧損 32,464,000 港元（截至 2016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21,836,000 港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 538,019,000（2016年6月30日：

538,019,000）計算。   

  

 由於截至 2017 年 6 月 30 日及 2016 年 6 月 30 日止期間並無存在攤薄事件，故於計算

每股攤薄後虧損時，並無對截至 2017 年 6 月 30 日及 2016 年 6 月 30 日止期間呈列之

每股基本虧損金額作出調整。  

 

(7)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 2017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 2016 年 6 月 30 日

止六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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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金  

 

 於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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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86,000 港元（2016 年 12 月 31 日：130,1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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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內支付，惟若干具規模之客戶之付款期延長至 15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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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大量分散的客戶有關，因此不存在信貸風險過份集中的情況。本集團未就應收貨款

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實施其他加強信貸的措施。應收貨款為不計息。應收貨款的賬

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於期末結算日，本集團的應收款項及票據按付款期限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年 2016年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88,209 129,976 

 少於3個月   1,658 167 

 多於3個月   930 -    _________ _________ 

     

    90,797 130,143 

 減值  (      511) -     _________ _________ 

 

   90,286 130,143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9) 應付貨款  

 

 於期末結算日，本集團的應付貨款按收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年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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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1 43,179 

 3至6個月   25,201 15,243 

 超過6個月   2,995 2,853    _________ _________ 

 

   60,207 61,275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本集團的應付貨款均為免息及一般須在 90 天內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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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財務回顧 
 

業績 

 

截至 2017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綜合虧損為 32,464,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的虧損 21,836,000 港元，增加虧損 10,628,000 港元，增虧 48.7%。  

 

本集團於 2017 年 6 月 30 日的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為 204,533,000 港元，較 2016 年 6 月

30 日及 2016 年 12 月 31 日的資產淨值分別減少 56,376,000 港元和 20,859,000 港元。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 2017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的中期股息 (2016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

月 :無)。  

 

業務回顧 

 

上半年，制革行業整體萎縮，產能過剩，下游需求銳減，鞋產量呈下降趨勢，加上受

新材料、超纖、布等的衝擊，導致期內鞋面革用皮量嚴重下滑。近年，國家和地方不

斷加強制革行業的環保政策、法律法規的規範性，大大提升了環保依法運營的底線，

環保費用大幅上升，對皮革加工企業的生產經營構成沉重壓力。期內，本集團堅持穩

健的經營策略，以「平穩經營、確保資產安全」為上半年主要經營思路。在生産成本

上升、銷售價格下跌、毛利率下降的情況下，本集團的經營虧損進一步擴大。期內，

為了提高管理效率，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本集團根據上半年的銷售情況，結合下半

年的銷售預算，合理調整生產計劃，通過減產措施，控制生產成本。此外，本集團積

極應對市場疲弱的不利環境，一方面調整產品結構，嚴格執行產品質量管控，保障產

品質量穩定，同時加強產品與市場對接、探索外加工的經營模式，提高生產平台的利

用率，降低固定成本；另一方面加大環保管控工作，推進清潔生產技術的應用，加強

實施固廢分類處置，降低污泥總量，確保污水處理達標排放。以上措施一定程度地減

低弱勢經濟環境下的經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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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牛面革總產量為 8,477,000 平方呎，較去年同期的 10,100,000 平方呎減少

1,623,000 平方呎，下降 16.1%；灰皮產量為 4,641 噸，較去年同期的 2,843 噸增加

1,798 噸，上升 63.2% 。期內牛面革總銷量為 7,863,000 平方呎，較去年同期的

10,831,000 平方呎減少 2,968,000 平方呎，下降 27.4%；灰皮銷量為 4,655 噸，較去年

同期的 2,503 噸增加 2,152 噸，上升 86.0%。  

 

期內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為 155,140,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的 212,671,000 港元減少

57,531,000 港元，下降 27.1%。其中：牛面革的銷售額為 139,569,000 港元（2016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203,381,000 港元），下降 31.4% ；灰皮及其他產品則為

15,571,000 港元（2016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9,290,000 港元），上升 67.6%。期內，

鞋面革市場持續萎縮，市場競爭加劇導致客戶要求提高，訂單需求減少，鞋面革產品

銷售量及銷售單價下降，毛利由盈轉虧，而灰皮市場則持續低迷，需求大幅銳減，銷

售價格持續在低價位波動，使灰皮毛虧增加，綜合影響本集團整體毛利由盈轉虧。  

 

銷售方面，上半年皮革市場以生產單鞋及涼鞋為主，低等級皮銷售量占比較多，各種

來源的低價皮泛濫，衝擊皮革市場，加上網銷方式的突起，價格戰成為惡性競爭的加

速器，逼使品牌大鞋廠加入價格戰，導致低價位成品皮需求上升，綜合售價下降。面

對上述困難，期內本集團加強與市場對接，把握市場變化和產品流行趨勢，按需求風

格對位生產，提升產品品質和需求度。此外，本集團根據市場定位產品等級區分銷

售，通過工藝調整，提高成品的利用率，加大產品研發力度，努力跟上市場節奏，提

升產品附加值。  

 

採購方面，本集團根據生產需求實施原材料採購策略，期內本集團密切關注國際原皮

市場變化，適時採購，控制原皮大幅波動風險。此外，本集團積極與化料供應商進行

降價商談，同時加強倉庫動態管理，降低化料變質及化料庫存積壓的風險。期內採購

總額為 221,209,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增加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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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年 6 月 30 日止，本集團的綜合庫存為 317,720,000 港元（2016 年 12 月 31 日：

258,591,000 港元），較 2016 年 12 月 31 日增加 59,129,000 港元，上升 22.9%。期內

本集團組建研發項目團隊，針對庫存進行專題研發和分類整改、營銷，同時調整生產

工藝，合理組批，積極消化庫存，一方面滿足客戶需求，另一方面把滯留存貨轉化為

現金流，保證集團正常營運的資金需求。  

 

財務回顧 

 

於 2017 年 6 月 30 日，本集團的現金及等同現金餘額為 25,426 ,000 港元（2016 年

12 月 31 日：48,291,000 港元），較 2016 年 12 月 31 日減少 22,865,000 港元，跌幅為

47.3%，其中：港元存款佔 4.9%、人民幣佔 93.4%及美元佔 1.7%。期內來自經營業務

的現金流出淨額為  18,731,000 港元，主要是存货增加及信託提貨貸款增加使淨現金流

出增加；投資活動的現金流出淨額為 5,107,000 港元，主要是已抵押存款增加及支付購

置機器和設備費用。  

 

於 2017 年 6 月 30 日，本集團的計息貸款合共 188,448,000 港元（2016 年 12 月 31 日：

173,745,000 港元），其中：港元計息貸款為 65,000,000 港元及美元計息貸款為

123,448,000 港元。本集團的貸款主要來自： (1)銀行提供的短期貸款結餘 100,669,000

港元，以人民幣 13,923,000 元的銀行存款作抵押及(2)本集團內部長期無抵押貸款結餘

87,779,000 港元，上述計息貸款以浮動利率計息。  

 

於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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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2016 年 12 月 31 日之比率：43.5%）。期內貸款之年息率約為 2.0%至 3.2%。

就本集團總貸款當中，除由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為 87,779,000 港元外，其餘均為

於 1 年內償還之款項。期內本集團利息支出為 3,578,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上升

30.0%，主要是期內銀行貸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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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7 年 6 月 30 日，本集團的銀行信貸總額為 207,396,000 港元（2016 年 12 月 31 日：

157,594,000 港元），其中已使用的銀行信貸額為 100,669,000 港元（2016 年 12 月 31 日：

85,966,000 港元），尚未動用的銀行信貸額為 106,727,000 港元（2016 年 12 月 31 日：

71,628,000 港元）。考慮現有之現金資源及可動用的信貸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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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年 6 月 30 日，預付土地租金、物業、廠房及設備等非流動資產淨值為

94,472,000 港元，較 2016 年 12 月 31 日之淨值 99,097,000 港元減少 4,625,000 港元，

期內資本開支合共為  1,191,000 港元（2016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3,8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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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年 6 月 30 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共 16,042,000 港元（2016 年 12 月 31 日：

11,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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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及交易基本以港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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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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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薪酬政策 

 

於 2017 年 6 月 30 日，本集團有 529 名員工（2016 年 12 月 31 日：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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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 

 

下半年，皮革市場仍處於「行業制造過度、無序競爭」的狀態，預計2017年下半年皮

革行業整體走勢仍不樂觀。此外，人工和生產成本及環保壓力加大將進一步削減皮革

生產企業的盈利空間，皮革生產企業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本集團將繼續實施穩健的

經營策略，以「保穩定、求生存」為目標，應對市場疲弱的不利影響。本集團將加快

推進產能整合，以整體經營穩定為前提，推動產能的有序釋放，實現最經濟的生產規

模。同時，加強產研配合，提升產品品質，加大存貨消化力度，減緩庫存壓力。此

外，本集團將繼續加強環保管控，深化內控管理機制，多元探討新的經營模式，積極

推進生態皮革的開發工作，努力降低各項風險，克服困難，力爭減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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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 2017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及在適當時，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適用的建議最佳常規，惟以下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A.2.1 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

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視「行政總裁」一詞之涵義等同於本公司董事總經理）。  

 

於2016年2月起，孫軍先生同時兼任本公司董事長和董事總經理職務。董事會相信由同

一人兼任董事長及董事總經理能為本集團提供卓越一致之領導，使能有效地規劃及實

施業務策略及決策。董事會認為現時由同一人兼負董事長及董事總經理兩個角色之架

構，將不會損害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之權力平衡。董事會將不時檢討現有架構，以

確保採取適當和及時的行動，配合轉變的環境。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核數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7年6月30日止六個

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本公司截至該日之中期報告。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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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                        

孫軍   
 

香港，2017年 8月 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一名執行董事孫軍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肖昭義先生、曠虎先生及         

冉波先生；以及三名獨立非執行董事馮力先生、蔡錦輝先生及陳昌達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