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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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NGDONG TANNERY LIMITED

粤海制革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058）

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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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年
千港元

2020 年
千港元

變動
%

收入 112,398                         55,651                         +102.0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3,995)                         (9,631)                         +58.5

每股虧損 ─基本 (0.74) 港仙                         (1.79) 港仙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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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料

截至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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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 2020 年相應期

間之比較數字。此等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及獨立核數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1年6月30日止六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附註 2021年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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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98 55,651

銷售成本                                                         (    98,979) (     56,841)_________ _________

毛利╱（毛虧）                   13,419 (        1,190)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1,429   804
銷售及分銷開支                                                          (          835) (         757)
行政開支                                                        ( 13,766) (    9,443)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824   5,194
廠房及設備項目減值                                                          (        3,595) (        1,528)
財務費用                                    4                (     1,364) (        2,588)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虧損                                    4           (      3,888) (       9,508)

所得稅開支                                 5               (           107)  (           123)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虧損                                                         (        3,995) (        9,631)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每股虧損    6
- 基本                                                        (0.74)港仙          (1.79)港仙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 攤薄後 (0.74)港仙          (1.79)港仙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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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年6月30日止六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1年                    2020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虧損 (       3,995) (      9,631)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在其後的期間將不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盈餘╱（虧絀） 445 (           378)
所得稅影響 (          111) 95_________ _________

     334      (           283)

在其後的期間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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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        3,628)_________ _________

經扣除稅項後之本期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2,315 (        3,911)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      1,680) (      13,542)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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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1年6月30日
2021年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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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92 42,871
使用權資產 12,564 12,581__________ __________

非流動資產總值 55,256 55,452__________ __________

流動資產
存貨 89,838 60,260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金 8 88,534 72,277
已抵押銀行結存 970 2,600
現金及銀行結存 23,756 60,939__________ __________

流動資產總值 203,098 196,076__________ __________

流動負債
應付貨款 9 48,637 43,75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569 13,479
計息銀行貸款 4,529 386
應付一間中國合營夥伴款項 1,131 1,131
準備 3,833 3,790
應付稅項 74 29__________ __________

流動負債總值 69,773 62,569__________ __________

流動資產淨值 133,325 133,507__________ __________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88,581 188,959__________ __________

非流動負債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138,019 137,200
其他應付款項 20,800 20,428
遞延稅項負債 3,498 3,387__________ __________

非流動負債總值 162,317 161,015__________ __________

淨資產 26,264 27,944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權益
股本 75,032 75,032
其他儲備 (       48,768) (        47,088)__________ __________

權益總額 26,264 27,944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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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會計政策

截至 2021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料已根據由香港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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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錄十六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

財務資料不包括年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規定之全部資料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 2020
年 12 月 31 日止年度之年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於編製此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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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年 12 月 31 日止年度之年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惟採納於 2020 年 1 月 1
日生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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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詮釋）外。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經修訂）外，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已頒佈但

尚未生效之任何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

此份截至 2021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財務資料所載用作比較之截至

2020 年 12 月 31 日止年度之財務資料並不構成本公司該年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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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年 12 月 31 日止年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數師已就截至 2020 年 12 月 31 日止年度綜合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數師報

告並無發表保留意見；亦無提述核數師在無提出保留意見下強調須予注意的任何事項；

亦無載有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06(2)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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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經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第二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經修訂） 2021 年 6 月 30 日後之新型冠狀病毒
相關租金減免（提早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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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載述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經修訂）對過往修訂並

無處理的事項作出回應，有關事項為於現有利率基準被無風險利率（「無風險利

率」）取代時，財務報告事宜將受到影響。第 2 階段修訂提供實際權宜方案，倘

釐定金融資產及負債合約現金流量的基準變動為利率基準改革的直接結果，而

釐定合約現金流量的新基準於緊接有關變動前與過往基準屬經濟上相等，則於

為釐定金融資產及負債合約現金流量的基準變動進行入賬時，准許更新實際利

率，而毋須調整金融資產及負債賬面值。此外，有關修訂准許進行利率基準改

革所需的變動，在毋須中止對沖關係下對沖指定及存檔。過渡期間可能出現的

任何損益透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的一般要求處理，以計量及確認對沖無

效之處。有關修訂亦於無風險利率被指定為風險元素下，暫時寬免實體須符合

個別可識別要求。有關寬免准許實體於合理預期無風險利率風險元素於未來 24 
個月成為個別可識別下，於指定對沖時假設已符合個別可識別要求。此外，有

關修訂要求實體披露額外資料，讓財務報表使用者了解利率基準改革對實體財

務工具及風險管理策略的影響。

於 2021 年 6 月 30 日，本集團有若干以香港銀行同業拆息及倫敦銀行同業拆息

為基準的港元及美元計息其他借貸。由於此等借貸的利率於期間並非由無風險

利率所取代，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和業績並無任何影響。倘此等借貸的

利率於未來期間由無風險利率所取代，本集團會於達致「經濟上相等」條件，於

修訂此等借貸時將應用此實際權宜方案。

(b) 於 2021 年 4 月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經修訂）將可供承租人使用

以選擇就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直接後果產生的租金減免不應用租賃修訂會計處

理的實際權宜方案延長 12 個月。因此，有關實際權宜方案適用於租金減免，而

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免僅影響原先於 2022 年 6 月 30 日或之前到期的付款，前提

是應用有關實際權宜方案的其他條件已達成。有關修訂於 2021 年 4 月 1 日或之

後開始之年度期間追溯生效，及獲准許提早應用。首次應用有關修訂的任何累

計影響確認為當前會計期間開始時對累計虧損期初結餘的調整。

本集團已於 2021 年 1 月 1 日提前採用該修訂，並於截至 2021 年 6 月 30 日止期

間應用了實際權宜之計，這些優惠僅對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直接影響的原定

於 2022 年 6 月 30 日或之前到期支付的出租人授予的所有租金優惠。

以上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料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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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料

鑑於本集團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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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料

來自個別客戶的收入分別佔本集團綜合收入 10%以上的情況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1年          2020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甲 23,197 7,425
客戶乙 20,705 12,649
客戶丙 14,814 6,143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1年          2020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皮革加工及銷售 112,398 55,651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當貨品於某個時點轉讓予客戶，即確認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1年          2020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及收益

財務收入 71 83
銷售廢料 363 230
政府補助 688 318
分包皮革加工收入 236 169
其他 71 4________ ________

1,429 804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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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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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年 2020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存貨成本* 101,322 57,005
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1,956 1,011
使用權資產折舊 161 175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 - 107
終止確認租賃負債收益# - (        847)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撥回# - (     3,748)
下列各項利息：

銀行貸款及向銀行貼現應收票據 151 64
租賃負債 10 41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1,111 2,483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92 -_______ _______

1,364 2,588_______ _______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回# (        422) (        706)
存貨準備撥回* (   2,343) (        164)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

*    此等項目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 此等項目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其他經營收入，淨額」內。

(5) 所得稅

本集團在期內並無任何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利， 故並無就香港利得稅作出準備（ 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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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年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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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123_____ ___________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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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期虧損 3,995 ,000 港元（截至 2020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9 ,631 ,000 港元）以及期內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 538 ,019 ,000（2020 年 6 月

30 日：538,019,000）計算。

由於截至 2021 年 6 月 30 日及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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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年 6 月 30 日及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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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 2020 年 6 月 30 日

止六個月：無）。

(8)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金

2021年 2020年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47,154 32,527
應收票據 36,860 38,440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4,520 1,310_________ _________

88,534 72,277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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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為不計息。應收貨款及應

收票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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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年 2020年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83,046 70,458
逾期少於3個月 983 1,074
逾期多於3個月 127 -_________ _________

84,156 71,532
減值                                                         (           142)   (        565)_________ _________

84,014 70,967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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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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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年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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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14 29,356
3至6個月 16,940 11,444
超過6個月 2,883 2,954_________ _________

48,637 43,754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本集團的應付貨款均為免息及一般須在 90 天內付款。應付貨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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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

截至 2021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本公司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綜合虧損為 3,995,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的 9,631,000 港元，減少虧損 5,636,000 港元，減虧 58.5%。

本集團於 2021 年 6 月 30 日的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為 26,264,000 港元，較 2020 年 6 月

30 日及 2020 年 12 月 31 日的資產淨值分別增加 20,118,000 港元和減少 1,680,000 港

元。

董事會決議不派發截至 2021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 2020 年 6 月 30 日

止六個月:無)。

業務回顧

2021年上半年，隨著國家環保政策法規的頒佈以及淘汰落後產能的推行，皮革行業競

爭加劇，加上全球疫情未有放緩，國際貿易環境的變化以及大宗原材料價格上漲等因

素，均進一步考驗皮革生產企業的綜合實力和應變能力。期內，本集團以「實施產品

戰略、產能優化、創新升級」為主要工作思路，一方面通過對標行業和優秀企業、加

強基礎管理，努力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實施「全產品生產、全產品銷售」的營銷策略，

同時積極推動產能規模化，提升規模效益，降低單位生產成本。此外，本集團積極拓

展多元化創新業務，提升產品綜合附加值，創造新的利潤增長點，提高經營效益。期

內，受產品單位成本下調及牛面革銷量上升的帶動，本集團毛利轉虧為盈，毛利大幅

增加，經營業績較去年同期顯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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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方面，國家和地方近年對環保標準的配套，環保管控越來越嚴格，固體廢物污染、

排污管理等條例已於2021年上半年全面實施，制革行業除了需要提升技術和增加環保

投入外，還要特別做好規範管理。期內，本集團實施危廢倉庫重建工程，設置智慧終

端和視頻監控，同時加強污水站各項指標的分析監測，動態監控生化系統，防止出現

超標排放現象 ,保證生產環境安全穩定。

期內牛面革總產量為 6,749,000 平方呎，較去年同期的 4,157,000 平方呎增加

2,592,000 平方呎，上升 62.4%；灰皮產量為 2,936 噸，較去年同期的 3,049 噸減少

113 噸，下降 3.7%。期內牛面革總銷量為 7,316,000 平方呎，較去年同期的 3,541,000
平方呎增加 3,775,000 平方呎，上升 106.6%；灰皮銷量為 2,936 噸，較去年同期的

3,049 噸減少 113 噸，下降 3.7%。

期內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為 112,398,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的 55,651,000 港元增加

56,747,000 港元，上升 102.0%。其中：牛面革的銷售額為 100,497,000 港元（2020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45,780,000 港元），上升 119.5%；灰皮及其他產品則為

11,901,000 港元（2020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9,871,000 港元），增加 20.6%。期內，

本集團積極進行客戶拜訪，重點關注區域客戶，分析市場趨勢和走向，與客戶簽訂銷

售戰略協議，穩定訂單，同時抓住市場機會適時將庫存大量推銷，期內本集團鞋面革

產品銷售量及銷售收入均較去年同期大幅上升。

銷售方面，產能過剩，新材料替代品不斷湧現等問題依然持續，加上消費需求不斷變

化，消費者對時尚設計、品種檔次、品質等要求越來越高，制革行業需要整體向多樣

化、個性化、智慧化、綠色化方向發展。期內本集團積極應對市場變化，及時調整銷

售策略，對應市場需求，多渠道提升研發投入，突出產品優勢，新產品受到客戶認可，

主營產品領先市場，大大提升集團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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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方面，本集團時刻關注經濟形勢和政策對制革行業帶來的影響，動態關注原皮價

格和匯率走勢，加強對市場行情的研究，根據產供銷安排做好產品結構規劃。期內，

在進口原皮價格暴漲，訂單驟增的情況下，考慮到產品盈利和現金流安全的前提下，

積極開拓現貨原皮採購工作，努力降低採購成本。此外，化料價格期內全線上漲，為

能更大程度控成本，在保持目前單價不變的情況下，本集團積極做好戰略採購備貨工

作，把控化料採購成本。上半年採購總額為 102,157,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增加

72.5%。

截至 2021 年 6 月 30 日止，本集團的綜合庫存為 89,838,000 港元（2020 年 12 月 31
日：60,260,000 港元），較 2020 年 12 月 31 日增加 29,578,000 港元，上升 49.1%。

本集團繼續以去庫存為經營策略，通過全流程品質把控，動態監控存貨成本，強化庫

存控制，積極提高產成品銷售去化率。期內，本集團一方面針對皮源級別及分檢標準，

合理組織皮源生產 ;另一方面結合市場需求，加強技術研發，根據庫存皮結構制定與成

品對位的生產計劃，動態監控庫存產品結構，進行多元化庫存產品的銷售和去化，把

滯留存貨轉化為現金流，保證集團正常營運的資金需求。本集團根據存貨貨齡情況和

其可變現淨值進行重估，並就截至 2021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計入存貨準備回撥凈額

2,343,000 港元（2020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164,000 港元）。

於 2021 年 6 月 30 日，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為 42,692,000 港元（2020 年 12 月

31 日：42,871,000 港元），較 2020 年 12 月 31 日減少 179,000 港元或 0.4%。鑑於期

內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出現虧損，根據貼現現金流法，以使用價值方式計算廠房及設備

之可收回金額，並就截至 2021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計提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3,595,000 港元（2020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1,528,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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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 2021 年 6 月 30 日，本集團的現金及等同現金餘額為 23,756,000 港元（2020 年 12
月 31 日：60,939,000 港元），較 2020 年 12 月 31 日減少 37,183,000 港元，減幅為

61.0%，其中：港元存款佔 10.1%、人民幣佔 88.6%及美元佔 1.3%。期內來自經營業

務的現金流出淨額為 34,562,000 港元，主要是存貨增加使淨現金流出增加；投資活動

的現金流出淨額為 2,954,000 港元，主要是支付裝修、購置機器和設備費用；融資活

動的現金流出淨額為 218,000 港元，主要支付租賃費用。

於 2021 年 6 月 30 日，本集團的計息貸款共 142,548,000 港元（2020 年 12 月 31 日：

386,000 港元，為美元計息貸款），其中：港元計息貸款為 63,040,000 港元及美元計

息貸款為 79,508,000 港元。本集團的貸款主要來自： (1)銀行提供的短期貸款結餘

4,529,000 港元，以 49,822,000 港元的銀行存款、樓宇及租賃土地作抵押，及 (2)本集

團直接控股公司長期無抵押貸款結餘 138,019,000 港元，上述計息貸款以浮動利率計

息。

於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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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2020 年 12 月 31 日之比率：83.1%）。期內貸款之年息率約為 1.3%至 2.0%。

期內本集團利息支出為 1,364,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下降 47.3%，主要是貸款利率下

降所致。

於 2021 年 6 月 30 日，本集團的銀行信貸和來自一間附屬公司的無抵押信貸（「信

貸」）總額為 72,108,000 港元（2020 年 12 月 31 日：信貸 71,292,000 港元），其中

已使用的銀行信貸額為 4,529,000 港元（2020 年 12 月 31 日：銀行信貸 386,000 港

元），尚未動用的信貸額為 67,579,000 港元（2020 年 12 月 31 日：信貸 70,9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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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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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性開支

於 2021 年 6 月 30 日，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等非流動資產淨值為

55,256,000 港元，較 2020 年 12 月 31 日之淨值 55,452,000 港元減少 196,000 港元，

期內資本開支合共為 4,609,000 港元（2020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1,679,000 港元），

主要為支付裝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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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年6月30日，本集團之銀行存款970,000港元（2020年12月31日：2,600,000港
元）、樓宇 37,241,000 港元（ 2020 年 12 月 31 日： 37,392,000 港元）及租賃土地

11,611,000港元（2020年12月31日：11,629,000港元）已抵押予一間銀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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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薪酬政策

於2021年6月30日，本集團有385名員工（2020年12月31日：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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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為依據，按不同檔次計提獎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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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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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1年開局以來，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上漲，制革行業面對牛皮、化料等原材料價格不

斷上漲的成本壓力，加上國內部分地區出現疫情反彈，對中國皮革加工企業的生產經

營構成重大影響。下半年，本集團將繼續以「實施產品戰略、產能優化、創新升級」

為整體工作方向，圍繞強化資產周轉、庫存控制和多元化創新業務，加快實現全面扭

虧為核心目標開展經營工作。本集團將積極強化研發技術，加大高端和高附加值產品

的開發力度，同時加強成本管控，持續拓展外加工業務，提升規模效益，降本增效，

提升產品售價和毛利水平。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加強環保、資金鏈、安全、內控等關

鍵風險的識別和預判，加強常態化疫情防控工作，確保本集團在複雜經濟環境中穩健

運營，並爭取扭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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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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內，一直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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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會及本公司獨立核數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1年6月30
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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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任何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曠虎

香港，2021 年 8 月 16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曠虎先生及孫軍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丁亞濤先生及喬健康先
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萬里先生、梁聯昌先生及楊格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