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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資 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陳進財（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林慕娟（副主席）

非執行董事

廖國輝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志成

袁國華

公司秘書

梁國輝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

九龍

彌敦道82號

㶅豐大廈

3-10樓

國華商業銀行

香港

德輔道中39-41號

核數師

尚德會計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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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資 料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The Bank of Bermuda Limited

6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夏愨道10號

和記大廈

四樓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

尖沙咀東部

科學館道9號

新東海商業中心

1609室

網址

www.victorygrou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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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概 要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淨額（千港元）

19,758

42,710

56,888

(46,538)

(49,454)

(38,315)

營業額（千港元）

775,535

89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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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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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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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茲通告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五日（星期二）下午三時正假座香港九龍尖

沙咀東部麼地道70號海景嘉褔酒店一字樓瀚林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便處理下列事項：

1. 省覽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及董事會與核數師之報告；

2. 重選董事、設定董事會最高人數、授權董事會委任新董事及釐定董事之酬金；

3. 委任核數師及釐定其酬金，並且考慮股東根據一九八一年公司法（修訂本）第89(3)條發出之通知，

表示有意提出以下普通決議案：

「動議本公司委任在本年度獲董事委任接任空缺而即將退任之尚德會計師行為核數師，任期至下

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止，而酬金由董事會釐定。」；

4.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普通決議案（不論有否修訂）：

「動議：

(a) 在下文4(c)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行使本公司之

一切權力，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之額外股份，並作出或授出任何或須行使該等權力

之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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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b) 上文4(a)段之批准不受董事會獲授之任何其他授權影響，並授權董事會於有關期間作出或

授出或須於有關期間屆滿後行使該等權力之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c) 董事會依據上文4(a)段所載之批准而配發及發行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及發行（不論是

否根據購股權或其他方式而配發）之股本總面值（但不包括根據供股（定義見下文）或行使本

公司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不得超過於通過本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面值之20%，

而上文4(a)段之授權亦應以此數額為限；及

(d)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通過本決議案之日至下列最早時間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法例或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或

(iii)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方式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之授權時。

「供股」指董事會於指定之期間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按其當

時持股比例發售股份之建議（惟董事會有權就零碎股份或香港以外任何地區之法例或任何

認可管制機構或證券交易所之規定產生之任何限制或責任而作出必須或適當之豁免或其他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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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5.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普通決議案（不論有否修訂）：

「動議：

(a) 在下文5(c)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根據所有適

用法律及在其規限下，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購回已發行股份；

(b) 上文5(a)段之批准不受董事會獲授之任何其他授權影響；

(c) 董事會依據上文5(a)段所載之批准於有關期間購買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購回之股本總面

值，不得超過於通過本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面值之10%，而上文5(a)段之授權

亦應以此數額為限；及

(d)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通過本決議案之日至下列最早時間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法例或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或

(iii)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方式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之授權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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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6.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普通決議案（不論有否修訂）：

「動議在通過載有本決議案之大會通告內第4及5項普通決議案之情況下，根據上述第4項普通決

議案所授予董事會配發及發行股份之一般授權而配發及發行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及發行

之股本總面值，將加上董事會根據第5項普通決議案於通過本決議案當日後購回之本公司股份之

總面值。」。

董事會代表

主席

陳進財

香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上述通告召開之大會並在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均有權委派一位人士為其代表，代其出席大

會及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凡持有兩股或以上股份之股東，均有權委任超過一位受委代表，

代其出席大會及投票。倘委任超過一位受委代表，則委任文件須註明獲委任之各受委代表所代表之股份數

目及類別。

2. 填妥之代表委任表格連同已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該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

須於大會或其續會舉行時間48小時前送抵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中

環夏愨道10號和記大廈四樓，方為有效。

3.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日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五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

間不得轉讓任何股份。股東如欲出席上述通告召開之股東大會，須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前

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送抵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中

環夏愨道10號和記大廈四樓。

4. 一份載有關於上文第4至6項決議案詳情之函件將連同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一併寄發

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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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及 高 級 管 理 層 履 歷

執行董事

陳進財先生，55歲，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陳先生與其妻子林慕娟女士於八十年代中期成立本集

團。陳先生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分銷及推廣左𡟼汽車逾二十年。陳先生負責本集團之

策劃及業務發展。陳先生乃廣東省政協委員兼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陳先生為中國江門及恩平市

榮譽市民，亦為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會長。

林慕娟女士，48歲，陳進財先生之妻子，並為本公司之副主席。林女士從事買賣及推廣左𡟼汽車逾十

八年。彼負責本集團之整體管理及行政事務。林女士畢業於美國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之平面設計學系。

林女士為中國江門及恩平市榮譽市民。

非執行董事

廖國輝先生，38歲，Messrs. Alvan Liu & Partners高級合夥人。廖先生獲中國司法部委任為中國委託公

證人，並獲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及順德聯誼總會等多個機構及協會委任為法律顧問。廖先生於一九

九七至一九九九年曾為黃大仙區議會委任議員，且獲委任為Contractors Registration 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 Building Authority及黃大仙撲滅罪行委員會等多個政府委員會之成員。廖先生對保障知識

產權一直不遺餘力，並不時出席有關知識產權之講座。廖先生持有加拿大University of Manitoba文學

士學位，主修政治科學及經濟，其後深造法律，並於一九八九年在英國Bristol Polytechnic完成Law

Society's Final Examination。廖先生獲委任為(1)長遠電信網絡集團有限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在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市場上市之公司）及(2)香港玩具國際有限公司（於一九九零年

七月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廖先生於二零零零年七月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審

核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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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及 高 級 管 理 層 履 歷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志成先生，35歲，建衡科技有限公司之行政總裁兼總建築師。吳先生自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九日起擔

任創見太平洋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吳先生負責在聯交所上市之創見太平洋控股有限公司之

策略管理。吳先生曾擔任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有線多媒體服務主管，該業務單位負責發展多媒體服

務及物色纜線數據機高速上網等商機。吳先生為Hong Kong Star Internet Limited創辦人兼主席，亦為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ssociation之創辦會員兼首任主席。一九九二年，吳先生獲Star Telecom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委派發展無線手提產品，為專業及獨立投資者提供金融數據資料。無線

手提產品DataLink於翌年推出並取得空前成功。吳先生在空閒時一直均有利用數據機進行個人通訊，

更於在加拿大Manitoba大學修讀大學課程之首個夏季設立其首個電子報告欄系統。一九九五年，吳先

生獲委任為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先驅Star Internet之主席。一九九七年中，吳先生亦投資另一種互動

媒體，而於一九九八年二月，Star Interactive TV成功取得Programme Services牌照，於一九九八年二月

十一日推出互動電視服務。吳先生亦致力推動香港互聯網業務。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吳先生率先與其

他業內人士創立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ssociation，並獲選為主席，任期兩年，亦於二零零零年更

獲選為十大傑出數碼青年之一。吳先生於二零零零年八月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袁國華先生，40歲，香港執業大律師，自一九八六年起為香港大律司公會會員。袁先生自一九八五年

起擔任香港乒乓總會有限公司名譽及法律顧問。袁先生於香港大學取得法律學士學位及法律深造證書，

並於一九八五年取得倫敦大學法律碩士學位。袁先生於二零零零年八月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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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及 高 級 管 理 層 履 歷

高級管理層

梁國輝先生，42歲，本公司之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梁先生自澳洲取得碩士學位，並在美國取得學士

學位。梁先生為澳洲特許執業會計師，並為香港會計師公會、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及香港公

司秘書公會會員。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底加入本集團前，梁先生曾於一間本港上市公司擔任地區總經

理。

周柏林先生，28歲，本公司主席之私人助理。除處理主席委派之職務外，周先生亦負責物色及詳細考

慮可能對本集團帶來重大貢獻之投資項目。周先生於香港大學取得碩士及學士學位，並為英國聲學會

會員及香港工程師學會畢業合格工程師。於二零零零年底加入本集團前，周先生曾於一間本地資訊科

技公司擔任項目經理逾三年。

胡鳳子女士，44歲，高級經理，負責銷售及採購業務。胡女士於一九九三年十月加入本集團，於左𡟼

汽車經銷業累積了十八年以上之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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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及 高 級 管 理 層 履 歷

誠實經營

信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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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報 告

業務回顧

本公司於回顧財政年度面對不少經營困難，情況與去年相若。本集團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營業額為27,954,000港元，較去年之44,342,000港元減少37%。經營虧損為33,377,000

港元，較一九九九年同期減少11.5%。股東應佔虧損亦由一九九九年之49,454,000港元減少至本年

度之38,315,000港元。

本集團在中國（本集團貨品之主要貿易市場）之分銷業務於二零零零年相當遜色。本年度由於本公司需

要進行內部財務重組，加上入口汽車議價能力減弱導致市場不景，均使本集團之業務飽受打擊。左𡟼

車之入口受到多重原因之嚴重影響。其一，中國行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消費者預期未來數

年關稅將會下降，因而減低目前購買入口汽車之意慾。其二，越來越多汽車生產商（如通用、奧迪、

豐田及本田）已於國內成立合營車廠，在內地生產外國汽車並建立直銷渠道。此外，國產汽車之形象

及質素已大為改善，亦是一項不利本集團業務之因素。對於國外之分銷商，董事會認為上述不利經營

環境於來年將會持續，而有關情況要待中國按照世貿之規定削減入口汽車之關稅及放寬入口數量後方

能扭轉。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分拆為五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股份。

董事會認為分拆股份能夠增加股份之流通量，使本集團可以吸引更多投資者，從而擴闊股東基礎。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九日，本集團發行75,000,000股新股收購網域控股有限公司（「網域」）48%已發

行股本。網域主要經營電子多媒體、電子汽車買賣服務及開發網站三項業務。網域之目標乃成為互聯

網新紀元中之電子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為香港之電子商務參與者提供端對端解決方案、設施管理、

技術設計及維修保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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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報 告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七日，本公司完成發行紅利認股權證，每持有五股股份獲授一份認股權證，合共發

行245,000,000份認股權證。聯交所已確認，買賣上述認股權證之最後限期為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三日，

而上述認股權證已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六日辦公時間結束時撤銷在聯交所上市。截至認股權證所附之

認購權屆滿前，本公司已就購股權證之行使合共發行5,744,000股新股。

流動資金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淨額及資產虧絀淨值分別為40,727,000港元（一九九

九年：流動負債淨值31,741,000港元）及15,561,000港元（一九九九年：資產淨值19,000港元）。本

集團於同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不包括已抵押定期存款）為3,738,000港元（一九九九年：6,928,000

港元）。本集團正物色機會加強本公司之資本基礎。

前景

縱使面對不少經營困難，本集團仍堅持從事左𡟼車推廣及批發分銷業務。本集團在中國經營多年，堅

信入口汽車於國內仍然有利可圖，只是由於競爭激烈，邊際溢利備受壓力。無可否認，國內市場對入

口汽車之需求仍然強勁，隨著國家經濟持續穩步發展，有關需求更會大幅增加。由於國內經濟顯著增

長及香港為改善現有基建而進行一連串大型項目，故此本集團對香港經濟及本公司之前景均相當樂觀。

相信中國極可能於二零零一年加入世貿，汽車入口關稅屆時會開始降低，從而提升入口汽車在價格方

面之競爭優勢。在此之前，本集團計劃透過於國內（以華南城市為主）發展直銷渠道增加營業額。此外，

本公司亦正尋求與華北地區之銷售合作夥伴結成新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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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報 告

為改善財政狀況，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完成配售，按每股0.023港元之價格配售

240,000,000股股分予10名獨立投資者。所得款項淨額5,220,000港元已用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包

括償還債務）。董事會相信進行配售令本公司得以籌集額外資金，從而擴大本公司之資本及股東基礎，

與及提高本公司股份於市場之流通量。

為促進入口汽車分銷業務及發展高科技業務，董事會將考慮於適當時間在二零零一年內向外界集資。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加強成本控制措施及提高業務經營之效率及競爭力，以應付所面對之挑戰並掌握中

國加入世貿所帶來之無窮商機。董事會將繼續堅定不移、勤奮及盡心盡力之態度作為經營策略。此外，

董事會亦會挑選合適之業務發展及投資機會，其中以配合本集團香港及中國業務發展者為主，為股東

及員工帶來更佳回報。

二零零零年未能算是本公司成功的一年。董事會謹此向各位勤奮努力之員工致謝，希望各位員工於未

來充滿挑戰之年頭繼續支持本公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陳進財

香港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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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報 告

業精於勤

勇於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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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報 告

董事會茲提呈本公司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及經審核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各附屬公司主要業務於年內並無任何變動，包括推廣及分銷左𡟼汽車

及持有物業以收取租金。

分類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主要業務及經營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及經營虧損分析如

下：

營業額 經營虧損貢獻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主要業務劃分：

買賣汽車 26,734 (6,166)
租金收入 1,220 (4,858)
其他收益 — 1,763
撇銷商譽 — (21,000)
其他集團開支 — (3,116)

27,954 (33,377)

減：利息支出 (5,384)

(38,761)

按地區劃分：

香港 24,468 (37,973)
中國 3,486 (788)

27,954 (38,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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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報 告

業績及股息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虧損及本公司與本集團當日之財政狀況載於第28至59

頁之財務報表。

董事不建議就本年度派發任何股息。

財務資料概要

本集團於過往五個財政年度之業績及資產負債概要載於第60頁。上述概要並非經審核財務報表之部份。

固定資產及投資物業

本集團固定資產及投資物業之變動詳情分別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3及14。

附屬公司

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之資料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5。

借款

本集團借款之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1。

退休金計劃

為遵守強制公積金條例之規定，本集團由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為各職工設立公積金計劃。本

公司根據強積金條例之最低規定作出供款（即各職工有關收入之5％，以1,000港元為限），並自損益

表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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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報 告

慈善捐款

本集團於年內作出之捐款為31,000港元（一九九九年：無）。

股本、認股權證及購股權

本公司股本、認股權證及購股權於年內及於結算日後之變動詳情連同發行之理由，詳情均載於財務報

表附註22。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及百慕達（本公司註冊成立之司法權區）法例並無規定本公司須按現有股東持股比例

向彼等發售新股之優先購買權之條款。

儲備

本公司及本集團儲備於年內之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3。

可供分派儲備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一九八一年百慕達公司法，本公司並無可供以現金及實物形式分

派予各股東之儲備，惟本公司可以繳足紅股方式分派之股本溢價賬則除外。

根據一九八一年百慕達公司法第54條之規定，本公司可於若干情況下分派其繳入盈餘，惟本公司於二

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能符合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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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報 告

董事

年內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陳進財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林慕娟 （副主席）

非執行董事：

方和 （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退休）

廖國輝 （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獲委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程介南 （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十四日辭任）

郭志權博士 （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二日辭任）

吳志成 （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十四日獲委任）

袁國華 （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二日獲委任）

根據本公司細則第86(2)條，廖國輝先生、吳志成先生及袁國華先生須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

告退，惟願膺選連任。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履歷

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之履歷詳情分別載於本年報第9至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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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報 告

董事及五名最高薪人士之酬金

本集團董事及五名最高薪人士之酬金詳情分別載於財務報表附註8及9。

董事服務合約

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備選連任之董事概無與本公司訂有如本集團於一年內終止則須作出賠償

（法定賠償除外）之服務合約。

董事之合約權益

除財務報表附註27所披露者外，各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各附屬公司於年內參予訂立而對本公司業務有

重要影響之任何合約中擁有重大實際權益。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各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購買股份之權利

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計劃」），董事會可據此酌情授權本集團之董事及全職僱員認購本公司之股

份。

該計劃之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2。本集團年內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各附屬公司於年內任何時間並無訂立任何安排，使本公司之董事或彼等

各自之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取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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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股本權益

根據本公司按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於結算日本公司

各董事所擁有本公司股本及聯營公司之股本權益如下：

(i) 本公司

董事姓名 所持股份數目

（其他權益）

陳進財 718,517,245
林慕娟 718,517,245

上述股份由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 Eternal Victory Enterprises Inc. 以單位信託之受託人

身份持有，而該等信託乃由一家為陳進財之家族成員（包括林慕娟）而成立之全權信託基金持有。

陳進財持有Eternal Victory Enterprises Inc. 全部已發行股份。

(ii) 聯營公司

聯營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所持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權益類別

華多利汽車有限公司 陳進財 100,000 無投票權 個人

遞延股份

2,800,000 無投票權 公司

遞延股份 （附註）

華多利汽車有限公司 林慕娟 100,000 無投票權 個人

遞延股份

2,800,000 無投票權 公司

遞延股份 （附註）

附註： 該等2,800,000股無投票權遞延股份由廣鴻興企業有限公司持有，而陳進財及林慕娟共同持有廣鴻

興企業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在本公司或各聯營公司（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股本或債

務證券中概無擁有任何個人、家族、公司或其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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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除 Eternal Victory Enterprises Inc.（其股份載於「董事之股本權益」一節）外，按照披露權益條例第16(1)

條規定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於結算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擁有本公司股本權益10%或以上。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五大客戶之銷售總額佔本集團本年度營業額約47%，其中向最大客戶之銷售額約

佔13%。

五大供應商之採購總額佔本集團本年度採購額約100%，而其中最大供應商之採購額約佔88%。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除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而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告

退及備選連任外，本公司於本年報之會計期內一直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4及16所載之最佳應用

守則（「守則」）。

審核委員會

非執行董事廖國輝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志成先生與袁國華先生獲本公司董事會委任按守則第14

段組成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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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

本公司前任核數師已於年內辭任，而董事已委任尚德會計師行替補空缺。

財務報表經尚德會計師行審核，而該會計師行願意接受委任。

代表董事會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陳進財

香港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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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全體股東

本核數師已審核第28至59頁所載按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準則編製之　貴公司財務報表。

董事會及核數師個別之責任

貴公司董事會須編製反映真實與公平情況之財務報表。編製反映真實與公平情況之財務報表時，須選

用及貫徹採用合適之會計準則。本核數師之責任為根據審核工作之結果就該等報表作出獨立意見，並

向股東呈報。

意見之基礎

本核數師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審核範圍包括以抽查方式查核與財務

報表所載款額及所披露事項有關之憑證，亦包括評估　貴董事會於編製財務報表時所作之主要估計及

判斷，採用之會計準則是否適合　貴公司及　貴集團之實際情況，以及有否貫徹採用並作出充份披露。

本核數師策劃及進行審核工作時，已力求取得一切認為必需之資料及解釋，以獲得充份之憑證，從而

就財務報表是否存有重大錯誤陳述而作出合理之確定。本核數師作出意見時，亦已衡量財務報表所載

資料在整體上是否足夠。本核數師認為審核工作已為下列意見建立合理之基礎。



26

核 數 師 報 告

持續經營準則之基本不肯定因素

在達致意見時，本行已考慮財務報表附註2所披露有關採用持續經營準則作為編製財務報表基準之內

容是否充份。按財務報表附註2所述，　貴集團現正採取若干措施以解決其溢利能力及流動資金問題。

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準則編製，而該準則是否正確則取決於　貴集團集資計劃能否成功、　貴集團

往來銀行之持續支持、　貴集團能取得溢利及回復獲得現金收入以應付日後之營運資金及財務需要。

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倘未能成功落實上述措施而須作出之調整。

吾等認為　貴集團已作出適當之披露，惟　貴集團能否成功繼續採用持續經營準則之內在因素極不肯

定，故此吾等拒絕作出任何意見。

拒絕表示意見

由於持續經營準則之基本不肯定因素，本行無法就財務報表是否真實與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

團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政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或上述財務

報表是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妥善編製發表意見。

尚德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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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事

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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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損 益 表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27,954 44,342
銷售成本 (25,338) (44,664)

溢利／（虧損）總值 2,616 (322)

其他收入 5 1,763 3,04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06) (5,027)
行政開支 (8,990) (14,374)
其他經營開支 (27,560) (21,045)

經營虧損 6 (33,377) (37,724)

融資成本 7 (5,384) (12,539)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6 — —

除稅前虧損 (38,761) (50,263)

稅項 10 446 809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 11 (38,315) (49,454)

年初之（累積虧損）／保留溢利 (32,322) 17,132

年終之累積虧損 (70,637) (32,322)

每股虧損 — 基本 12 (3.1 仙) (4.3 仙)

附註乃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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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3 10,366 13,260
投資物業 14 14,800 18,500
聯營公司 16 — —

25,166 31,760

流動資產

有抵押定期存款 21 10,517 10,002
存貨 17 6,636 14,45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 397 6,874
應收交易款項及票據 18 524 13,697
現金及銀行結餘 3,738 6,928

21,812 51,952
---------------- ----------------

流動負債

欠董事款項 20 2,513 3,000
應付交易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 6,436 12,550
已收按金 830 872
應付稅項 10 6,017 8,672
有抵押信託收據貸款 21 7,320 8,152
有利息銀行借款 21 39,423 50,447

62,539 83,693
---------------- ----------------

流動負債淨額 (40,727) (31,741)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15,561) 19

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22 24,615 23,000
儲備 23 (40,176) (22,981)

(15,561) 19

附註乃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董事 董事

陳進財 林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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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24(a) 14,571 53,635
---------------- ----------------

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

已收利息 659 3,033
已付利息 (5,059) (12,413)
融資租約租金之利息部份 — (126)

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之現金流出淨額 (4,400) (9,506)
---------------- ----------------

稅項

（已付）／退回香港利得稅 (2,209) 1,832
---------------- ----------------

投資業務

有抵押定期存款之（增加）／減少 (515) 113,817
購買固定資產 — (129)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515) 113,688
---------------- ----------------

融資活動前之現金流入淨額 7,447 159,649
---------------- ----------------

融資活動

發行股本 24(b) 1,723 —
發行股份之費用 (17) —
融資租約租金之資本部份 — (420)
新增銀行貸款 — 20,000
(償還）／新增董事墊款 (487) 3,000
償還銀行貸款 (11,132) (14,341)
按等同現金項目入賬之已逾期銀行貸款 (19,344)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29,257) 8,239
----------------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增加 (21,810) 167,888

一月一日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1,195) (189,083)

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3,005) (21,19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3,738 6,928
須於借貸日後三個月內償清之信託收據貸款

銀行貸款及透支 (46,743) (28,123)

(43,005) (2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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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產 負 債 表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佔附屬公司權益 15 — —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款項 18 242 171
現金及銀行結餘 36 37

278 208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 443 526

流動負債淨額 (165) (318)
---------------- ----------------

負債淨額 (165) (318)

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22 24,615 23,000
儲備 23 (24,780) (23,318)

(165) (318)

附註乃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董事 董事

陳進財 林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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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經 確 認 盈 虧 表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換算外國公司財務報表之㶅兌差額 29 —

未於損益表確認之收益淨額 29 —

本年度虧損淨額 (38,315) (49,454)

經確認虧損總額 (38,286) (49,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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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於年內，本集團從事以下主要業務：

• 推廣及分銷左𡟼汽車

• 持有物業以收取租金

2. 呈報基準

於年內，鑑於出現若干政府條例規限汽車進口中國，使本集團汽車交易之主要業務之經營狀況

受到嚴重影響。

本集團之信貸受到往來銀行之不少壓力。於結算日，信託收據及銀行貸款結餘之綜合總額約為

46,743,000港元，其中約23,909,000港元於結算日經已到期。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綜合虧損淨額約為38,315,000
港元。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綜合流動負債與負債淨額分別約為40,727,000
港元及15,561,000港元。

年內，本集團之主要往來銀行撤回授予本集團之銀行信貸，並要求本集團立即償還約35,464,000
港元（計及到期未付之利息）。此外，亦要求本公司董事陳進財先生及林慕娟女士控制之Winsley
Investment Limited立即償還由本集團擔保之欠款合共約23,867,000港元。於結算日，本集團及
關連公司分別仍欠上述銀行23,909,000港元及23,570,000港元。

在考慮上述情況下，為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營運資金、流動現金、溢利率及業務狀況，董

事已採取下列措施：

(a) 董事主動與本集團往來銀行商討爭取新信貸，以應付主要往來銀行要求本集團立即償還之

數額；

(b) 董事正考慮多個方案，透過進行多項集資活動（包括但不限於私人配售本公司之新股）擴大

本集團之資本基礎；

(c) 董事已採取行動降低成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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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 呈報基準（續）

(d) 董事正物色電子商貿業務之新發展機會，以擴展本集團之業務及增加溢利率。

董事認為，倘上述措施可達到預期之效果，則本集團將有充裕之營運資金應付目前所需，董事

亦可合理預期本集團可恢復商業營運價值。因此，董事認為雖然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及流動現金未如理想，但亦應以持續經營基準編撰財務報表。

倘本集團無法持續經營，則須作出下列調整：按可收回價值重列所有資產之價值、就所有可能

出現之額外負債作出撥備及將所有非流動資產及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財務報表並

無反映該等調整之影響。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a) 編撰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準則、會計實務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

而編撰。除下文所詳述重新計算投資物業及若干固定資產外，均按過往成本編撰。

b) 綜合賬目準則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年內所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之業績分別自收購日期起計或計至出售日期止。集團內各公司

間之重大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撇銷。

c) 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指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一半以上投票權或已發行股本或控制董事會組成之公司。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乃按原值入賬，惟董事認為附屬公司有永久減值時，則撇減至董事釐定

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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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d) 固定資產及折舊

除投資物業外，固定資產以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入賬。一項資產之成本包括其購買價及任何

使其達致現時狀態及地點作擬定用途所付出之直接成本。在固定資產投入運作後之支出，

如維修及保養費用，一般於當期自損益表扣除。倘有關支出能令日後使用該固定資產預期

獲得之經濟效益有所增加，則該支出將撥作資本，作為該資產之額外成本。

每項資產乃以直線法就其估計可用年期計算折舊以撇銷其成本。所用主要折舊年率如下：

中期租約土地 按租約剩餘年期折舊

中期租約樓宇 按土地未到期之租約年期折舊

租約物業裝修 按物業之預期可用年限或有

關租約之年期折舊（以兩者中較短為準）

傢俬及裝置 30%
辦公室設備 30%
汽車 30%

於出售或報銷固定資產時計入損益表之盈虧乃有關資產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其賬面值之差

額。

倘董事認為，固定資產之可收回款項降至低於其賬面值，則須就成本作出撥備，將該等資

產之賬面值撇減至可收回款項。可收回款項並非以現金流轉折現法計算。可收回款項之減

額自損益表扣除。倘可收回款項可扣回相同資產過往之重估增值，則須自重估儲備扣除。

e) 聯營公司

聯營公司乃附屬公司以外由本集團持有長期權益，並可對其財務及營運政策決定行使重大

影響力但非控制權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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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e) 聯營公司（續）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乃按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之資產淨值（商譽除外）減撥備列賬綜合資產負

債表。撥備僅會於董事會認為投資出現永久減值時作出。任何該等撥備會於損益表入賬確

認為支出。

而綜合損益表則反映本集團於收購後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f)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即建築工程及發展計劃已完成並因其投資潛力而計劃長期持有之土地及樓宇之權

益。該等物業並無折舊，並根據專業估值師每個財政年度末作出之估值按其公開市值入賬。

投資物業價值之變動作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之變動處理。如該項儲備之總額不足以彌補整個

投資組合之虧絀，則不足之數額自損益表扣除。倘過往虧絀已自損益表扣除，而其後出現

重估增值，則增值須就過往扣除之虧絀數額計入損益表。

出售投資物業時，就以往估值所得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之有關部份須撥至損益表。

g) 租約資產

凡資產所有權（法定業權除外）之大部分回報與風險轉讓至承租人之租約均視作融資租約處

理。在融資租約開始時，資產原值均按最低租金之現值撥作資本，並連同債務（不計利息）

入賬，以反映購入及融資情況。按資本化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計入固定資產，並按租期及

估計可使用年期兩者之較短者計算折舊。該等租約之融資費用自損益表扣除，以就租期訂

出固定之定期利息開支。

凡資產所有權之回報及風險均由出租人承擔之租約均視作經營租約。有關經營租約之租金

均以直線法按租期自損益表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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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h) 存貨

存貨包括製成品，乃按成本及可變現淨值之較低者入賬。成本按先入先出法計算，並包括

購買價及其他使貨品達致現時狀態及地點所付出之成本。可變現淨值則按估計售價減預期

出售時須付出之其他成本計算。

i)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以負債法按重大時差就可能於可見將來作實之負債作出撥備。在可合理確定變現

作實前，不會將遞延稅項資產入賬。

j) 外幣

外幣交易須按交易日之適用㶅率入賬。於結算日以外幣入賬之貨幣資產與負債均按當日之

適用㶅率換算。㶅兌差額於損益表處理。

綜合賬目時，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乃按結算日之適用㶅率換算為港元，由此引起之㶅

兌差額均計入㶅兌波動儲備。

k) 收入確認

收入於經濟利益有可能撥歸本集團所有及於收入能可靠衡量時按下列基準入賬：

(a) 銷售貨品，當擁有權之重大風險及回報已轉讓予買方時確認入賬，惟本集團須並無保

留一般與擁有權有關之管理權及對售出貨品之實際控制權；

(b) 服務費用於提供服務時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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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k) 收入確認（續）

(c) 租金收入按租期以直線法計算入賬；及

(d) 利息收入以未償還本金及實際適用利率按時間比例計算入賬。

l) 關連人士

關連人士指可直接或間接控制對方或對其財務或營業決策有重大影響力者。關連人士包括

共同受控制或受重大影響者。關連人士可為個人或法人團體。

m) 等同現金項目

等同現金項目乃三個月內到期，可隨時轉為已知數額現金之短期而容易變現之投資，並扣

除從貸款日起計算，須於三個月內償還之銀行借貸。

n) 商譽

綜合附屬公司業績或收購聯營公司時產生之商譽指已付予該等公司之收購代價超逾於收購

當日有關資產淨值之公平值之數額，並會於收購年度在損益表中撇銷。

出售於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時，會計入所佔之商譽以計算出售之損益。

o) 借貸成本

借貸成本均於產生期間入賬損益表列作支出，惟收購、構建或生產需要一段長時間後方可

作擬定用途或銷售之資產所直接產生之借貨成本均撥作該項資產之部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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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 營業額及收入

營業額指扣除折扣及退貨後之貨物發票淨值及租金收入。

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本財政年度按主要業務及營業地區劃分之分析如下︰

集團營業額 經營虧損貢獻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主要業務

汽車貿易 26,734 43,541 (6,166) (28,068)
租金收入 1,220 801 (4,858) (10,663)
其他收入 — — 1,763 3,044
商譽撇銷 — — (21,000) —
本集團其他支出 — — (3,116) (2,037)

27,954 44,342 (33,377) (37,724)

減：利息支出 (5,384) (12,539)

(38,761) (50,263)

營業地區：

集團營業額 經營虧損貢獻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4,468 36,308 (37,973) (47,095)
中國 3,486 8,034 (788) (3,168)

27,954 44,342 (38,761) (5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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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5. 其他收入

本集團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659 3,033
外㶅收益 702 —
其他 402 11

1,763 3,044

6.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扣除／（計入）：

本集團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 上年度撥備不足 1 —
— 本年度 278 565

折舊 414 859
外㶅虧損淨額 — 3,686
土地及樓宇減值撥備（附註13） 2,480 6,833
投資物業重估減值（附註14） 3,700 4,647
違反合約賠償 — 4,971
呆壞賬撥備 380 908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8） 3,923 8,872
商譽撇銷（附註16） 21,000 —
存貨成本 25,338 44,664
利息收入 (659) (3,033)
租金收入總額及淨額 (1,220) (801)
外㶅收益淨額 (7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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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7. 融資成本

本集團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各項利息：

銀行借貸、透支及信託收據貸款 5,384 12,413
融資租約 — 126

5,384 12,539

8. 董事酬金

根據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第161條須披露之董事酬金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執行董事 — —
非執行董事 95 100
獨立非執行董事 180 188

275 288
其他酬金 — 執行董事：
薪金及津貼 1,516 5,145

1,791 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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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8. 董事酬金（續）

董事之酬金範圍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董事數目 董事數目

零 — 1,000,000港元 8 6
4,500,001港元 — 5,000,000港元 — 1

8 7

於年內，董事並無根據任何安排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酬金。

於強制性公積金實施前，本集團並無為各董事或僱員設立任何公積金或退休金計劃。

9. 高級行政人士酬金

於年內五名最高薪僱員包括兩名（一九九九年：兩名）董事，其酬金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8。三
名（一九九九年：三名）最高薪非董事僱員已收之酬金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津貼 881 894

於兩年度，上述最高薪非董事之酬金介乎零至1,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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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0. 稅項

a) 由於年內香港業務未有獲得應課稅溢利，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一九九九年：無）。

綜合損益表之稅項指：

本集團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446 (275)
退回上年度已付稅項 — 1,084
過往年度稅項罰款 — (5,800)

446 (4,991)

股東所付稅項罰款（見下文） — 5,800

本年度稅項退回 446 809

本集團於結算日有關累計稅務虧損之未撥備遞延稅項資產15,619,000港元（一九九九年：
14,982,000港元）。

重估本集團之土地、樓宇及投資物業並無造成時差因素，結果亦無計算潛在遞延稅項。

年內，香港特別行政區稅務局就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過往年度之稅項問題徵收罰款

5,800,000港元。根據本公司董事陳進財先生及林慕娟女士（「陳先生及陳夫人」）於一九九
八年二月三日之賠償契據，上述罰款將由彼等全數承擔。故此，應付交易款項、其他應付

款項及應計費用已包括全數撥備5,800,000港元。由於該筆數額由陳先生及陳夫人作出賠
償保證，因此該5,800,000港元已計入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預付款項、按金及
其他應收款項。於結算日，陳先生及陳夫人已就上述負債向稅務局支付5,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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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0. 稅項（續）

b) 資產負債表中之稅項指︰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過往年度利得稅

撥備結餘 6,017 8,672 — —

11.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

計入本公司財務報表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為22,553,000港元（一九九九年：49,791,000
港元）。

12.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年度股東應佔虧損淨額38,315,000港元（一九九九年：49,454,000港元）
及年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1,229,005,000股（一九九九年：1,150,230,000股（已就於二零
零零年二月二十二日進行之股份拆組及年內行使之認股權證作出調整）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零年及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攤薄事項，故並無計算該等

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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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3. 固定資產

本集團

香港中期

租約土地 租約物業 傢俬及 辦公室

及樓宇 裝修 裝置 設備 汽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或假設成本：

年初 13,000 69 567 1,163 4,654 19,453
耗損撥備 — 附註6 (2,750) — — — — (2,750)

於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0,250 69 567 1,163 4,654 16,703
------------- ------------- ------------- ------------- ------------- -------------

累積折舊：

年初 — 69 526 944 4,654 6,193
本年度撥備 270 — 31 113 — 414
有關耗損撥備撇回

 — 附註6 (270) — — — — (270)

於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69 557 1,057 4,654 6,337
------------- ------------- ------------- ------------- ------------- -------------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0,250 — 10 106 — 10,366

於一九九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3,000 — 41 219 — 13,260

總賬面淨值10,250,000港元（一九九九年：13,000,000港元）之本集團中期租約土地及樓宇已
作為附註21所載銀行信貸之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土地及樓宇已撇減至10,250,000港元，即物業根據獨立
專業估值師威格斯（香港）有限公司所編撰之估值報告之公開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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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4. 投資物業

本集團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 18,500 3,600
轉自固定資產 — 19,547
重估虧損淨額 — 附註6 (3,700) (4,647)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4,800 18,500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獨立物業估值師威格斯（香港）有限公司按公

開巿值及現有用途重估為14,800,000港元。

投資物業已作為附註21所載銀行信貸之抵押。

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之詳情如下：

本集團

地點 租約期 用途 實用面積 權益

（平方呎）

九龍油麻地 長期租約 商業 1,350 100%
彌敦道301-309號
嘉賓商業大廈

13樓A室

九龍尖沙咀東 中期租約 商業 2,235 100%
科學館道9號
新東海商業中心

1607室

15.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本公司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76,309 76,309
附屬公司欠款 48,604 28,103

124,913 104,412
減值撥備 (124,913) (104,412)

— —

該等附屬公司欠款均為無抵押、免息，且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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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5.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續）

主要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

註冊成立／

登記及 已發行／註冊 應佔股本

公司名稱 經營地點 股本之面值 權益 主要業務

直接 間接

Victory Group (BVI) 英屬 普通股 100% — 投資控股

Limited 處女群島 100,000港元

華多利汽車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 100% 汽車貿易

1,000港元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3,000,000港元

華多利地產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 100% 物業持有

10,000港元

香港華虹發展 香港 普通股 — 100% 物業持有

有限公司 1,000,000港元

華確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 100% 物業持有

2港元

華多利（天津） 中華 1,000,000美元 — 100% 汽車貿易

　國際貿易 人民共和國

有限公司*

Victory H-Tech 香港 普通股 — 100% 投資控股

　Company Limited 100,000港元

* 並非由尚德會計師行審核

董事認為上表所列之本公司附屬公司對本集團於年內之業績影響重大，或為本集團之資產淨值

之主要部份。董事認為，刊載其他附屬公司之詳情將會過於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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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集團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21,000 —
分佔除商譽外之資產淨值 — —
於損益表撇銷商譽 (21,000) —

賬面值 — —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10條第20段之規定，由於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虧損超出有關投資列賬為零
之賬面值，因此並無將有關數額計入分佔聯營公司虧損。本集團並無責任向聯營公司提供資助。

截至結算日，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之負債淨額141,000港元及收購後虧損67,000港元並無計入
綜合財務報表。

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詳情如下︰

權益持有比例

已發行 本集團

聯營公司  註冊成立 及繳足股 實際擁有 由本公司 由附屬

名稱 及營業地點 本詳情 之權益 持有 公司持有 主要業務

eSolutions Holding 香港 100股 48% — 48% 提供互聯網及

Limited 每股面值 內聯網設計及管理

1港元之 提供汽車資訊、

普通股 產品及商戶服務

（如網上汽車拍賣）

訊息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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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7. 存貨

本集團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製成品 6,636 14,451

上述存貨按可變現淨值列賬之賬面值為1,686,000港元（一九九九年︰7,050,000港元）。將存貨
撇減至估計可變現淨值之撥回數額為1,563,000港元（一九九九年︰無），已於年內在綜合損益
表列作存貨減少確認為支出。撥回乃由於消費者品味改變而令到若干汽車之估計可變現淨值增

加。

18. 應收交易款項、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交易款項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交易款項、

預付款項、按金

及其他應收款項 921 20,571 242 171

預期所有應收交易款項、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均可於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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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8. 應收交易款項、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交易款項（續）

計入應收交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扣除個別呆壞賬撥備）之應收交易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現期 497 946 — —
逾期1至3個月 — — — —
逾期超過3個月但
少於12個月 — 12,751 — —

逾期超過1年 27 — — —

524 13,697 — —
預付款項、按金

及其他應收款項 397 6,874 242 171

921 20,571 242 171

賬款於發票日後28日到期，而逾期超過3個月之賬款須悉數償還後方會再度獲准賒賬。

19. 計入應付交易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交易款項、其他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436 12,550 443 526

預期所有應付交易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均須於1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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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9. 計入應付交易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續）

應付交易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之應付交易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超過1年 203 203 — —

203 203 —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233 12,347 443 526

6,436 12,550 443 526

20. 欠董事款項

欠董事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且無固定還款期。

21. 有抵押之附帶利息銀行貸款及信託收據貸款

本集團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信託收據貸款，有抵押 7,320 8,152
銀行透支，有抵押 20,079 19,971
銀行貸款，有抵押 19,344 30,476

46,743 58,599

須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之銀行透支 20,079 19,971
---------------- ----------------

須於一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 19,344 30,476
---------------- ----------------

須於一年內償還之信託收據貸款 7,320 8,152
---------------- ----------------

46,743 58,599
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46,743) (58,599)

長期部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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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1. 有抵押之附帶利息銀行貸款及信託收據貸款（續）

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融資以下列條件作抵押：

(i) 10,517,000港元之定期存款（一九九九年：10,002,000港元）；

(ii) 本集團之租賃土地、樓宇及投資物業；及

(iii) 本集團董事陳進財先生及林慕娟女士所擁有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

22. 股本

本公司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2,500,000,000股（一九九九年：5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2港元（一九九九年：0.10港元）之普通股 5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230,744,000股（一九九九年：23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2港元（一九九九年：0.10港元）之普通股 24,615 23,000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本變動詳情如下：

股份拆細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於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拆細為五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股
份，使本公司法定股本50,000,000港元分為2,5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拆細股份，
而已發行股本23,000,000港元則分為1,150,00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拆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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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2. 股本（續）

發行新股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九日發行共75,00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入賬列為
繳足，向獨立第三者支付認講 eSolutions Holding Limited 48%權益之代價。

認股權證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七日按於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五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所持每五股股

份可獲一份認股權證之基準紅利發行認股權證，而根據紅利發行亦已發行245,000,000份認股
權證。每份認股權證之持有人可於發行日期至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六日止期間（包括首尾兩日）任

何時間，按認購價每股0.30港元（在若干情況下或會調整）以現金認購一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
股。全面行使上述認股權證會導致發行245,00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新股份，而本公司
可集資73,500,000港元。年內，5,744,000份認股權證獲行使，認購5,744,000股每股面值0.02
港元之普通股。其餘239,256,000份認股權證並無行使，已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六日到期。

購股權

於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根據獲股東批准之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條款，董事會獲授權酌情邀

請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之全職僱員（包括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執行董事）接納購股權，

以認購本公司之股份。根據該購股權所授出購股權而認購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

行股本之10%（就此而言不包括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本公司於
本年度或上年度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配售

於結算日後，根據本公司董事會議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八日通過之決議案以及透過配售方式，本

公司按每股0.023港元之價格發行共240,00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新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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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3. 儲備

本集團

企業擴展 㶅價波動 保留溢利／

股份溢價賬 繳入盈餘 基金* 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九九九年

一月一日 8,258 710 429 (56) 17,132 26,473

本年度虧損 — — — — (49,454 ) (49,454)

於一九九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零年

一月一日 8,258 710 429 (56) (32,322 ) (22,981)

發行股份所產生 21,108 — — — — 21,108

發行股份之費用 (17 ) — — — — (17 )

㶅兌調整 — — — 29 — 29

本年度虧損 — — — — (38,315 ) (38,315)

於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29,349 710 429 (27) (70,637 ) (40,176)

本集團之繳入盈餘指根據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之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股份之面值超出本公

司就兌換該等股份所發行股份之面值之差額。

* 企業擴展基金乃根據中國合資經營法之規定每年進行撥款及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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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3. 儲備（續）

本公司

股份溢價賬 繳入盈餘 累積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 8,258 64,809 (46,594 ) 26,473
本年度虧損 — — (49,791 ) (49,791)

於一九九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 8,258 64,809 (96,385 ) (23,318)
因收購附屬公司而

發行股份所產生 19,500 — — 19,500
發行股份所產生 1,608 — — 1,608
發行股份之費用 (17) — — (17)
本年度虧損 — — (22,553 ) (22,553)

於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29,349 64,809 (118,938 ) (24,780)

本公司之繳入盈餘指根據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之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股份之公平價值超出

本公司就交換該等股份所發行股份之面值。根據一九八一年百慕達公司法，繳入盈餘可在若干

情況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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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4.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

a) 除稅前虧損與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對賬表：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38,761) (50,263)
利息支出 5,384 12,539
利息收入 (659) (3,033)
折舊 414 859
商譽撇銷 21,000 —
土地及樓宇減值撥備 2,480 6,833
投資物業之重估減值 3,700 4,647
存貨減少 7,815 87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6,477 (4,508)
應收交易款項及票據之減少 13,173 83,808
應付交易款項、其他應付款項

及應計費用（減少）／增加 (6,439) 2,460
已收按金減少 (42) (582)
㶅兌調整 29 —

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4,571 5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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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4.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續）

b) 本年度融資變動分析：

信貸收

據貸款、

股本（包括 銀行貸款及 應付 （償還）／新增

股份溢價） 透支 融資租約 董事墊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之結存 31,258 224,395 420 —
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流出）淨額 — 5,659 (420 ) 3,000
列作等同現金項目之短期信託

收據貸款、銀行貸款及透支減少 — (171,455 ) — —

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之結存 31,258 58,599 — 3,000
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流出）淨額 1,706 (11,132 ) — (487 )
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 21,000 — — —
列作等同現金

項目之短期信託收據貸款、銀行

貸款及透支減少 — (724 ) — —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結存 53,964 46,743 — 2,513

c) 其他經營開支乃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2條而披露於財務報表附註6，包括土地及樓宇減值撥
備2,480,000港元（一九九九年：6,833,000港元）、投資物業重估虧損3,700,000港元（一
九九九年：4,647,000港元）及呆壞賬撥備380,000港元（一九九九年：908,000港元），並
無對本集團造成現金流動之影響。

外㶅收益淨額899,000港元（一九九九年：2,760,000港元）之已變現部份已計入經營業務
之現金流出淨額，而未變現之197,000港元（一九九九年：926,000港元）對本集團並無造
成現金流動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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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5. 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向於中國若干附屬公司注資

之訂約資本承擔 3,500 9,100

外㶅遠期合約 — 6,618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及本集團於結算日並無其他重大承擔（一九九九年：無）。

26. 或然負債

a) 於結算日，並未於財務報表所作出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由本公司作出

擔保並由下列公司

動用之銀行信貸

— 附屬公司 — — 46,743 58,599
— 關連公司 23,570 23,867 23,570 23,867

23,570 23,867 70,313 8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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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6. 或然負債（續）

b) 上年度，由於需求突然減少，使本集團無法落實數項與兩名賣方簽署之購買汽車合同。合

同所涉及之總值約為125,000,000港元。

賣方採取法律行動要求履行合同及徵求賠償。本集團同意支付賠償合共4,971,000港元。
於截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支付2,321,000港元，而餘額2,650,000港元
之撥備亦已計入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付交易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然而，一名賣方在現階段正徵求額外賠償約7,600,000港元。

在徵詢本集團法律顧問之意見後，董事認為本集團對上述額外索償有充份抗辯理由，因此

毋須作出額外撥備。此外，本集團已向該賣方就未能按本集團之訂單送交汽車而提出反索

償。

27. 關連人士交易

於年內，本集團就本公司董事陳進財先生及林慕娟女士控制之Winsley Investment Limited
（「Winsley」）所欠付之未償還抵押貸款約23,570,000港元向銀行相應作出賠償保證。Winsley從
事物業投資，亦共同及個別承擔銀行授予本集團之銀行信貸。

於結算日後，Winsley已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二日償還該筆按揭貸款。

28. 退休金計劃

隨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條例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在香港生效後，本集團亦已參與

由獨立服務供應商管理之集成信託強積金計劃。僱傭雙方各自須按僱員相關月薪（以20,000港
元為上限）5％向強積金計劃強制供款。

29. 財務報表之批准

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獲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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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資 料 概 要

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之已公佈備考合併業績概要，乃摘錄自

本集團現時屬下各公司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已作適當之調整及重新分類），與及本年報所載截至二零零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之綜合業績，並假設本集團現有之架構於呈報期間一直存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業績

營業額 27,954 44,342 782,361 1,091,524 890,555

除稅前溢利／（虧損） (38,761) (50,263) (43,369) 69,800 51,156

稅項 446 809 (3,169) (12,912) (8,446)

股東應佔溢利／

（虧損）淨額 (38,315) (49,454) (46,538) 56,888 42,71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固定資產 10,366 13,260 40,370 21,124 22,332
投資物業 14,800 18,500 3,600 27,850 2,033

流動資產 21,812 51,952 249,511 313,884 211,461
流動負債 (62,539) (83,693) (223,535) (261,448) (161,937)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40,727) (31,741) 25,976 52,436 49,52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561) 19 69,946 101,410 73,889

長期負債 — — (20,473) (25,101) (10,168)

淨（負債）／資產 (15,561) 19 49,473 76,309 63,721

本集團以一九九七與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結算日之兩份綜合資產負債表均摘錄自截至一九九

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已公佈備考財務報表，該報告假設本集團於該兩年經已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