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9）
（「本公司」）

二零零六年全年業績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經審核綜合業

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8,024 4,488

銷售成本 (7,470) (4,121)

毛利總額 554 367

其他收入 2 308 4,727

銷售及分銷成本 (33) (49)

行政開支 (4,504) (3,827)

其他經營開支 (52) (1,043)

經營業務（虧損）／溢利 3 (3,727) 175

財務費用 4 (2,341) (1,350)

稅前虧損 5 (6,068) (1,175)

稅項 －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 (6,068) (1,175)

股息 6 － －

每股虧損－基本 7 (4.28仙) (0.11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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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983 2,032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13,083 14,096

15,066 16,128
--------------- ---------------

流動資產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327 34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2 124

應收貿易賬款 7,874 50

有抵押銀行存款 3,588 －

現金及銀行結餘 270 598

12,111 1,116
---------------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3,387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560 3,748

欠一關連人士款項 2,197 2,197

欠董事款項 4,901 －

銀行及其他借貸 15,256 10,518

29,301 16,463
--------------- ---------------

流動負債淨額 (17,190) (15,3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24) 781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66 44

66 44

（負債）／資產淨額 (2,190) 73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480 12,900

儲備 (17,670) (12,163)

(2,190)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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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發表意見聲明

由於有關適用持續經營基準之基本不明朗因素，本公司核數師未能就財務報表是否真

實及公平地反映本公司及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業務狀況及本集團截

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以及財務報表是否根據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

為編製發表意見。

新訂立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訂立及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於下文統稱為「新訂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

訂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之會計期間有效。採納下列與本集團相關之新訂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會計期

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之編製及呈列方式造成重大影響。因此，並無作出前期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及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及 －因應二零零五年《香港公司（修訂）條例》生效所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作修訂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經修訂） 僱員福利－精算盈虧、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經修訂）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境外業務之投資淨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預測集團內部交易之

現金流量對沖會計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期權之公允價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與保險合同－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約

－詮釋第4號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詮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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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營業額

營業額指扣除折扣及退貨後之售出貨物發票值及租金收入。於呈列年度內，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並

無任何轉變，主要專注推廣及分銷汽車機動產品及持有物業以收取租金。年內之營業額中確認之

各重要類別收益之業績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汽車機動產品銷售 7,874 4,288
租金收入總額 150 200

8,024 4,488

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按主要業務及營業地區劃分之分析如下︰

(i) 業務環節：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營業額

汽車機動產品買賣 7,874 4,288 83.6%
租金收入 150 200 (25.0%)

8,024 4,488 78.8%

經營（虧損）／溢利

汽車機動產品買賣 (3,657) 167 (+100%)
租金收入 (70) 8 (+100%)

(3,727) 175 (+100%)

(ii) 地區環節：

營業額

香港 150 3,528 (95.7%)
中國 7,874 960 720%

8,024 4,488 99.8%

經營（虧損）／溢利

香港 (70) 138 (+100%)
中國 (3,657) 37 (+100%)

(3,727) 1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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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收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0 1
已收回壞賬 288 288
撥回土地租賃預付款項之減值虧損 － 4,438

308 4,727

3. 經營業務（虧損）／溢利

經營業務（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成本 7,470 4,121
核數師酬金 186 186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之攤銷 344 238
折舊 49 49
註銷附屬公司資產之虧損 － 992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5 8
外匯虧損淨額 48 43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1,735 2,290
－界定供款計劃之供款 50 48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之減值虧損 686 －

撥回土地租賃預付款項之減值虧損 － (4,438)
已收回壞賬 (288) (288)
利息收入 (20) (1)
租金收入淨額 (150) (200)

4. 財務費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透支之利息 176 971
銀行貸款之利息 1,965 379
其他貸款之利息 200 －

2,341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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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香港利得稅撥備 － －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產生任何須繳納香港或海外所得稅之溢利，因此本財政年度並無就

香港或海外所得稅提供撥備 (二零零五年：零港元 )。

6. 股息

本公司於兩個呈列年度內並無建議或派發股息。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年度之股東應佔虧損淨額6,068,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175,000港元）及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41,866,000股（二零零五年：1,088,087,000股）計算。

由於兩個年度內並無存在任何攤薄事項，故此並無呈報該等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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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全年業績

本公司董事（「董事」）已努力成功取得新資金改善營業額，達至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之

營業額較去年顯著增長79%，然而，本集團仍受到去年之經營問題影響而面對另一個

艱難財政年度，包括缺乏營運資金導致營業額欠佳。此外，由於其他收益減少，導致

未能達成扭轉本集團回顧年度之盈虧業績之目標。由於毛利率及其他收益減少之影響，

故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呈報經審核虧損淨額為6,068,000港

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75,000港元）。

業務回顧

相對於上一個財政年度，二零零六年錄得經審核虧損淨額增長，主要由於失去重估本

公司投資物業所帶來之會計利益及汽車機動產品分銷業務之毛利率大幅下跌。然而，

營業額大幅增加主要是本集團取得新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信貸。儘管所得信貸額未能

提供重大資金，惟新取得之營運資金於二零零六年為本集團之汽車機動部件分銷業務

作出重大貢獻，此後，本公司可採購更多貨品以輕微恢復其分銷業務之營運。一如既

往，本集團透過採納嚴格成本控制措施將整體營運成本維持在最低水平。人力資源亦

維持在最精幹狀態以達至最高生產效益。簡而言之，本集團之成本結構持續成功地維

持在最精簡而有效之水平。

由二零零六年最後一季起，本集團開始於香港推廣及分銷發光二極管 (LED)汽車部件，

藉開拓新分銷業務為本集團帶來盈利。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LED汽車產品分銷業務所帶來之營

業額及利潤分別約為7,900,000港元及400,000港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已於

二零零六年七月三日透過配售方式按每股0.14港元發行合共25,800,000股每股面值0.10

港元之新普通股股份予獨立投資者。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3,100,000港元已用作減

少銀行按揭及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現金流量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信貸政策、存貨、集資及財務策劃各方面嚴格控制營運資金管理，有關措施

功效顯著，因此於呈列年度內，本集團一直毋需承擔任何信貸風險、存貨風險、匯率

波動及任何相關對沖。於年結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及貿易應付賬款分別增加至

7,874,000港元及3,38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50,000港元及零

港元），而由於營運資金有限，於年結日並無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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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17,19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5,347,000港元），其負債淨額為2,19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資產淨值737,000港元）。同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270,000港元（二

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98,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及其

他借貸總額為15,256,000港元，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增加45%。本

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有抵押銀行存款3,588,000港元用作銀行信貸之抵

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港元）。

至於流動資金方面，於年結日之流動比率為0.41（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7）。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比較借款總額與已發行股本後得出之資本負債

比率為1.89（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8）。

未來前瞻

充裕之營運資金對各項業務運作極為重要，而對本集團所從事之貿易分銷業務更甚。

儘管於二零零五年開始，汽車業多個不利好之貿易障礙已逐步移除，惟本地分銷商（例

如本公司）面對市場上前所未有之激烈競爭。保持充裕營運資金提供有效資源是在世界

性之龐大汽車機動市場上成功取得或維持市場份額之要素。此道理簡淺易明，亦是董

事會於過去七年多次失敗中深深體會。於未來日子，董事會將繼續竭盡所能嘗試尋求

新銀行信貸。董事會全體成員明白到，只有儘快取得新增及充裕之營運資金才可令本

集團在競爭激烈之戰場上取得突破。

延遲寄發二零零六年全度業績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之規定，本公司須於二零零

七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刊發其二零零六年年報及相關業績公佈。由於本公司未能支付

應付其核數師力囱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核數師」)之專業費用，因此延誤截至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審核工作，故本集團須延遲刊發二零零六年年度

業績公佈及寄發二零零六年年報。董事會亦確認，於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報告過程中，本公司與核數師並無意見分歧。

暫停股份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一直暫停

買賣，以待刊發有關建議供股及增加法定股本之公佈。基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關注本集團是否具備充裕之營運條件持續經營業務及運作，本公司正全力符合其要求

以儘快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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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有六名僱員（二零零五年：八名），其中五

名於香港工作，另外一名乃於中國聘請之當地員工。香港員工之薪酬組合乃嚴格按照

月薪基準計算，而中國僱員之薪酬組合則按其表現而釐定。年終花紅乃依據本集團之

財務業績及員工之個別表現而發放。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策會定期檢討。年內之總員

工成本為1,785,000港元（二零零五年：2,338,000港元）。本公司亦會不定期但按需要

為有需要之員工提供在職培訓。

或然負債

i) 於結算日，並未於經審核財務報表作出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由本公司作出擔保並已

由其附屬公司動用之

銀行信貸（附註a） － － － 11,675

由本公司作出擔保並已

由一家附屬公司動用

之銀行信貸（附註b） － － 11,173 －

－ － 11,173 11,675

附註：

(a) 指就銀行向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授出有抵押銀行借貸所提供之擔保。根據銀行融資函件之

條款，倘附屬公司未能償還銀行借貸，本公司須償還附屬公司結欠銀行之未償還銀行借貸

款額，連同應計利息及罰款，而銀行有權接管本集團抵押物業之法定業權及擁有權。有關

擔保已於本年度在附屬公司悉數償還銀行借貸後解除。

(b) 指就貸方向本公司附屬公司授出有抵押其他貸款而提供之擔保。根據擔保條款，倘附屬公

司未能償還貸款，本公司須償還附屬公司結欠貸方之未償還借貸款額，連同應計利息及罰

款，而貸方有權接管本集團抵押物業之法定業權及擁有權。有關擔保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

在悉數償還其他貸款後解除。

董事認為，由於財務保證合約之公平值於所呈報之年度並不重大，因此並無錄得

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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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其他應付賬款包括應付一名獨立借款人之未償還

貸款1,996,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949,000港元）。此項未償還款項已結轉多年。

借款人在審核確認書上確認欠款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為3,200,000

港元。該款項包括並無任何合約或法律基準，亦未有任何書面或證明文件支持之

累計利息1,278,000港元。自一九九七年以來，基於借款人與華多利汽車有限公司

董事之口頭協議而並無於財務報表就應計利息撥備。此外，本集團與借款人並未

有就該項貸款之還款條款、利息開支或抵押而訂立任何同意書。根據法律意見，

即使審核確認書上包括利息，但由於口頭協議亦有可執行性及有效，因此毋須扣

除或支付任何利息。

於去年，並無收到借款人有關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未償還貸款結餘之

審核確認書之回覆。因此，有關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累積利息之或然

負債款額（如有）無法計量。

借款人在有關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之最新審核確認書所載之確認

金為人民幣1,300,000元及700,000港元(相等於約1,996,000港元)，未計累計利息。

因此，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或然負債。

重大事項

於呈列年度內，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投資及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此

外，本集團在不久將來亦無涉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計劃，主要原因是本集團資金

有限。鑑於本集團所購入之一切貨品之價格乃於向供應商確定購貨訂單前均已按議定

之匯率釐定，因此本集團並無匯率波動及任何相關對沖之風險。

本集團之資本結構及資產抵押在兩個呈列年度內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並不知悉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狀況及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報告及賬目所刊載之資料有任何重

大變動。本公司之股本結構只包含股本，本公司並無發行任何其他股本工具。

抵押資產

於年結日，本集團賬面總淨額 15,39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472,000港元）之租賃樓宇及土地及3,588,000港元之有抵押銀行存款已予抵押，作

為取得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之抵押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兩個呈列年度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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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年內，本公司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其附屬公司。

企業管治

本公司之二零零六年經審核財務報表已經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審閱後建議董事會正式審批。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年報所涵蓋之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已收到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規定就有關彼等之獨立性發出

之年度確認書。本公司認為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屬獨立。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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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為於年內有無違反標準守則一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彼等

均確認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之有關規定。

在審核委員會之同意下，董事會在此確認，董事於編製本公司之二零零六年綜合財務

報表時已共同及個別履行上市規則第3.08條所合理預期之技能、謹慎及勤勉行事之責

任。

除上述披露事項外，本公司之二零零六年年報亦載有遵照上市規則附錄23所載之「企

業管治報告」載列之所有相關推薦意見而編製之企業管治報告。

股東週年大會

建議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適當

時刊發並寄發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

登記手續，期內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出席上述通告所召開之大會之資格，

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三

十分前交往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

后大道東1號太古廣場三期2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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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除本公司網站外，上市規則規定之有關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全年業績之所有財務及其他

相關資料將會儘快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www.hkex.com.hk)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進財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陳進財先生及盧素華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

志成先生、袁國華先生及林全智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