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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DAN AUTOMOBILE SHARES COMPANY LIMITED*
牡 丹 汽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8188）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全年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無須有過往溢
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
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
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它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它老練投
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
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創業板所發佈
的資料的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頁刊登。上市公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
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等能閱覽創業板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
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公佈（「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
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牡丹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交
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創業板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
導成份；(2)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3)本公佈內表達的一切意見
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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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本年度營業額為人民幣551,676,336元，比去年
同期增加了約 7.51%。

‧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本年度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
59,713,930元，（二零零五年：虧損人民幣 94,202,962元）。

‧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股虧損為人民幣 0.21元。

如牡丹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之公告所述，新一任董事會（「董事
會」或「董事」）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正式到任後，立即著手調查瞭解本公司之有關情況，發現諸
多問題，包括：

（1） 本公司自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停牌至今已經有相當長時間；

（2） 本公司二零零五年年報、二零零六年第一及第三季報、中期報告和年報、二零零七年第一及
第三季報，中期報告均未發布以及由此導致二零零七年年報不能按期發布；

（3） 截止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共有 14份針對本公司之訴訟；

（4） 本公司在企業管治方面缺乏專業指導，存在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及廣大股
東欠缺溝通等問題。

然而由於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暫停生產（僅保留少量營銷業務）、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份前後
員工已大幅度裁減至約 40人左右（僅保留少量財務、人事、行政精干人員），現任董事會開展工作
受到極大制約。

董事會正式到任後，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1) 與香港律師、核數師加強溝通，積極尋求專業支持。

(2) 深入瞭解本公司有關情況，並及時透過聯交所披露有關信息。

(3) 與核數師溝通，竭力爭取早日發布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之審計報告。

(4) 積極配合大股東及與有關潛在收購人士保持接觸，尋求復牌機會並聘請專業財務顧問，就資
產重組及復牌提供專業意見。

現任董事將會忠實、勤勉地以公司和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事，但並不能就最終之結果作出任何
保證。本公司之股東及投資者買賣本公司之股份必須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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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二零零六年度公司審計報告，董事會對審計報告所需的財務資料進行了審慎調查。董事會認
為，財務報表按照持續經營基準編制就目前而言是最佳的；董事會認為，截至目前為止二零零六
年審計報告已經對本公司有關情況進行了充分披露，本公司並無對核數師進行隱暪。

關於本公司於本公佈中業務回顧及展望等資料，為董事會查閱本公司歷史資料後列出。

為了使有關信息盡快得到披露，董事會將根據工作進度披露有關信息，在後續工作中如有發現任
何需要修正或公開披露的情形，將會及時進行修正或公開披露。

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 連同二零零
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列示）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營業額 4 551,676,336 513,137,945

銷售成本  (521,205,708) (495,583,573)
   

毛利  30,470,628 17,554,372

其他經營收入  11,484,258 6,111,464

分銷費用  (42,208,688) (31,862,812)

一般及管理費用  (51,236,257) (79,575,935)

其他經營費用  (6,142,513) (4,776,750)

財務（成本）收入凈額  (2,081,358) 2,106,514
   

除稅前虧損  5 (59,713,930) (90,443,147)

所得稅費用 6 – (3,759,81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年內應佔虧損  (59,713,930) (94,202,962)
   

股息 7 – –
   

每股虧損－基本 8 (0.21)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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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人民幣列示）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0,467,389 212,432,426

 在建工程  709,583 –
   

  201,176,972 212,432,426
   

流動資產
 存貨  73,605,517 78,891,23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101,917,401 100,107,497

 應收股東款項  133,854,503 125,899,382

 抵押存款  168,383,360 318,346,739

 銀行結餘及現金  6,291,628 107,288,298
   

  484,052,409 730,533,147
   

流動負債
 短期銀行貸款  139,400,000 170,100,00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0 165,633,481 157,434,090

 應付票據 10 174,786,700 351,658,940

 應付股東款項  2,039,508 2,684,85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010,586 14,657

 應付所得稅  1,232,552 1,232,552
   

  485,102,827 683,125,089
   

流動淨（負債）資產  (1,050,418) 47,408,058
   

  200,126,554 259,840,48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84,800,000 284,800,000

 法定公積金  15,421,641 15,421,641

 法定公益金  15,421,641 15,421,641

 累計虧損  (115,516,728) (55,802,798)
   

  200,126,554 259,84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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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以人民幣列示）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

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址為中國江蘇省張家港市樂餘鎮樂紅路 30 號。張家港市直屬公有資產經營有限
公司為於中國成立之國有企業，是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

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列示，與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相同。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汽車製造及銷售。

此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獲董事會批准發布。

2.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下述「或有負債」段落所示，本公司涉及與供應商相關的多項訴訟，本公司部份銀行賬戶已繼訴訟後凍結。直至二
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被凍結金額約人民幣 1,865,333元。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無足夠現金以完全付清以
上法令所列之索賠。且本公司已自二零零七年十月暫停業務生產。因此，本公司須分配一筆大數額資金，用以因
提前終止僱傭而須支付予員工之賠償金，以及就該等訴訟須向供應商支付之追加費用。因提前終止僱傭而將支付
予員工之賠償金金額約為人民幣 57,000,000元。然而，須支付予供應商以及因任何其他可能生效之該等訴訟而支
付之彌償金存有不確定因素，難以確定其數額。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本公司之兩名主要股東（即江蘇牡丹和張家港市直屬公有資產經營有
限公司（「ZMPAM」）），其分別佔有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35.23%、33.47%），以及兩名少數股東（張家港市
牡丹客車配件有限公司（「ZMMBA」）和張家港市牡丹汽車附件有限公司（「ZMMCA」）），已各自簽訂有關擬出售
其所有權益予建議收購方之備忘錄及協議，但要符合若干條件才會落實。

董事會認為，在編製本公司的財務報表時已審慎考慮本公司未來營運資金流動性的影響及建議收購方對恢復業務
營運的持續財務支持，並已考慮全部合理預期應獲提供的資料。據此，董事認為，本公司按照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財務報表乃合適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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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

誠如下文會計政策所解釋，除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價值計量外，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編製：

合規聲明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而編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

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及香港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今年，本公司已採納所有與其營運有關之新訂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
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下屬的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頒佈之詮釋，該等準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該日後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生效。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
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並無對現行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報方式
構成重大影響。因此，毋需作出前期調整。

本公司已採納之重要會計政策概述如下。

於授權該等財務報表日期，本公司並未提前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新準則、修訂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
採納該等新準則、修訂或詮釋不會對本公司之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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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1

國際會計準則第 23號 借貸成本 3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 預測內部交易的現金流量對沖會計法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類 2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7號 應用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29 號嚴重通脹經濟中之財務
 　報告重列模式 3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8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的範圍 4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9號 重新評估嵌入衍生工具 5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和減值 6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11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集團庫存股份交易 7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12號 服務特許權安排 8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13號 客戶忠誠計劃 9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14號 界定利益資產的限制、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之相互關係 8

1 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該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該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由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該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由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該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由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該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由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該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由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該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8 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該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9 由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該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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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收入指銷售汽車經扣除增值稅、折扣及退貨後所得之收入。

分類資料按兩種分類方式呈列：(i) 按業務劃分為主要分類報告方式；及 (ii) 按地區分為次要分類報告方式。

業務分部

本公司僅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生產及銷售汽車之業務分部，因此不會單獨披露
分部之收益表及資產負債表。

地區分部

按客戶所在地劃分的分部收入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收入
中國 492,146,907 465,163,441

其他國家 59,529,429 47,974,504
  

 551,676,336 513,137,945
  

本公司的所有資產及資本性支出均位於╱發生在中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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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a) 融資成本（收入）淨額：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償還 9,368,796 10,021,841

應收票據貼現利息 2,026,864 969,562

銀行手續費 438,216 1,104,322

江蘇牡丹之利息收入 (6,315,313) (10,932,351)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5,816,281) (5,178,260)

分期銷售利息開支 2,379,076 1,908,372
  

 2,081,358 (2,106,514)
  

(b) 其他項目：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核數師酬金 935,000 750,000

呆壞賬撥備 4,760,141 37,374,40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976,051 18,650,101

預付租賃付款、物業及設備之
　經營租賃租金 1,105,500 1,105,500
  



10

6. 所得稅費用

(a) 所得稅費用是指：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年內已撥備之中國所得稅 – –

遞延稅項 – 3,759,815
  

 – 3,759,815
  

由於本公司並無在香港產生或來自香港之收入，故並無在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由於本公司這兩年並無在中國產生應課稅利潤，故並無在財務報表就中國所得稅作出撥備。

(b) 年內稅項支出可與收益表內利潤對賬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除稅前虧損 (54,234,314) (90,443,147)
  

按稅率 33% 計算的稅項（二零零四年：33%） (17,897,323) (29,846,238)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17,897,323 29,846,238

遞延稅項超額撥備 – 3,759,815
  

年內稅項支出 – 3,759,815
  

7. 股息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已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自結算日至今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
息（二零零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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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是按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59,713,930元（二零零五年：虧損人民幣94,202,962元）及
本公司於本年度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284,800,000股（二零零五年：284,800,000股）計算。

由於兩個年度均沒有具備潛在攤薄影響的已發行普通股，因此沒有列示每股攤薄虧損。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23,618,144 124,801,543

減：應收呆壞賬款撥備 (46,757,096) (46,767,790)
  

 76,861,048 78,033,753

預付供應商採購訂金 19,732,341 16,650,512

其他應收款 5,324,012 5,423,232
  

 101,917,401 100,107,497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壞賬準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3個月內 26,416,280 28,172,515

3個月以上但少於 6個月 28,831,154 27,932,994

6個月以上但少於 1年 15,463,675 12,824,890

1年以上但少於 2年 3,103,715 4,533,937

2年以上 3,046,224 4,569,417
  

 76,861,048 78,033,753
  

客戶的信貸期限一般為三個月至十二個月（二零零五年：三個月至十二個月），視乎個別客戶的信譽程度。此
外，經本公司審核後若干還款記錄良好的長期客戶獲准以分期付款方式（不超過二十四個月期限）（二零零五年：
不超過二十四個月）結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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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及應付票據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應付賬款 84,512,737 91,224,595

應付票據 174,786,700 351,658,940

應計薪金、花紅及福利基金 13,167,671 14,691,874

其他應付款 67,953,073 51,517,621
  

 340,420,181 509,093,030
  

本公司已開出人民幣 599,312,150元之應付票據，而年內採購總額僅為人民幣 463,487,506元。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3個月內到期 233,237,621 400,702,376

3個月後但 6個月內到期 9,918,597 20,495,813

6個月後但 1年內到期 2,720,988 5,868,297

1年以上到期 13,422,231 15,817,049
  

 259,299,437 442,88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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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列示）

    （累計虧損） 股本及儲備
 股本 法定公積金 法定公益金 未分配利潤 總額
 （附註 22(a)） （附註 22(b)） （附註 22(c)） （附註 22(d)）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284,800,000 15,421,641 15,421,641 38,400,164 354,043,446

年內虧損 – – – (94,202,962) (94,202,962)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284,800,000 15,421,641 15,421,641 (55,802,798) 259,840,484

年內虧損 – – – (59,713,930) (59,713,930)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284,800,000 15,421,641 15,421,641 (115,516,728) 200,126,554
     

業務回顧及展望

董事會經查閱本公司有關資料，二零零六年業務回顧及展望如下：

1、 機構改革邁開實步。為積極化解公司發展過程中累積的各種矛盾，按照“機構改革、競聘上
崗，轉崗培訓、妥善安置”的方案，本公司職能部門由原來的18個調整為11個，主管以下人員
全部採用崗位競聘的方式重新進行優化組合，調整後經理級以上幹部減少了 58%，非一線生
產人員減少了 33%。

2、 招標採購成效明顯。為了壓縮產品成本，本公司對所有採購件全部實行公開招標。所有本公
司領導均向職工公開作出廉政承諾，並主動接受全體員工的監督。通過招標，確定了正式供
應商 96家，其中新供應商有 39家，佔總數的 40.6%。平均降幅在 15%左右，部分配套件降幅
近 50%。

3、 整車准入有序推進。為了改變本公司汽車改裝廠的屬性，完成向整車製造廠質的跨躍，本公
司專門成立了客車准入辦公室，負責協調、督促、推進整車准入工作，經過本公司各部門的
共同努力，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七日順利通過了江蘇省經濟貿易委員會專家組的初審，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四日正式向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遞交了進行現場審核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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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品整合建立初步框架。本公司原有客車產品從6米到12米，產品種類橫跨了旅遊、公共交通
客車、長途運輸、專用汽車等多個門類，品種太多，產品特點不明顯，不能形成銷售優勢，
及不能產生規模經濟效益。本公司經過廣泛深入的市場研究，結合本公司在中型巴士市場優
勢，就本公司249個品種中，根據市場定位和客戶需求，重新進行優選整合，確定了39個型號
規格作為本公司近期主推產品。

根據現時本公司之實際狀況，董事會認為，牡丹汽車品牌迄今已有 30餘年歷史，無論在中國大陸
還是在海外均享有較高聲譽，牡丹汽車在生產裝備、製造工藝、產品質量等方面競爭優勢明顯。

雖然本公司目前仍處於暫停生產階段，董事會相信，若有充足的資金注入，本公司可以重新啓動
生產業務，並能進一步加強內部控制，規範公司管理，牡丹汽車也將能進一步發展壯大。

財務回顧

營業額

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之營業額為人民幣 551,676,336元，較二零零五年之總收入人民幣
513,137,945元上漲 7.5%。輕型、中型、大型客車營業額分別為人民幣 166,898,947元、
302,196,484元及 82,580,905元（二零零五年分別為人民幣 215,237,792元、239,517,391元及
58,382,762元），其中輕型下降 22.46%、中型及大型客車銷售額分別上漲 26.17%及 41.45%。

二零零六年公司稅前虧損總額為人民幣 59,713,930元（二零零五年：稅前虧損人民幣 90,443,147

元）。

銷售成本及毛利

銷售成本由二零零五年約人民幣 495,583,573元上升至二零零六年約人民幣 521,205,708元。本公
司加大銷售毛利較高的車型，使得本公司產品邊際利潤由二零零五年之 3.42%，上升至二零零六
年之 5.52%。

其他經營收入

於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之其它經營收入達約人民幣 11,484,258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6,111,464

元），其中包括銷售廢料收入約人民幣 7,250,379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4,529,6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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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及一般行政開支

分銷開支於二零零六年為人民幣 42,208,688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31,862,812元）較去年同期大
幅度上漲 32.47%。由於客車市場行業競爭激烈，為了加大市場的佔有力度及提高銷售業績，公司
通過聘請有經驗銷售人員，加大市場開拓，導致市場開發費用二零零六年人民幣 19,155,371元（二
零零五年：人民幣 11,478,908元）。

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之一般及行政開支總額人民幣 51,236,257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為人民
幣 79,575,935元，大幅下降 35.61%。大幅下降原因主要為二零零五年度呆壞賬減值為人民幣
37,374,406元，但本年度卻發現呆壞賬只有人民幣 4,760,135元。

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之公司薪金、工資及花紅人民幣 43,921,825元，而二零零五年為人民幣
38,839,633元，增加約人民幣 5,082,192元。

在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淨融資成本為人民幣 2,081,358元，包括銀行利息和其他借款利息，銀行
收費和利息收入約佔銷售額0.4%，二零零五年度淨融資收入為人民幣2,106,514元。主要由於二零
零六年計入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利息減少，二零零六年金額為人民幣6,315,313元（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 10,932,351元）。

重大投資及財政資產

本公司在本年度及可預見將來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購入任何重大資產的計劃。

外匯波動風險

本公司的外幣交易，令本公司面臨外匯風險。本公司若干銀行結餘及應收賬款乃以外幣列值。本
公司現時並無外幣對沖政策。但是，管理層會密切監察有關風險及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
風險。

持有重大投資

本公司在二零零六年度沒有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16

財政資源及流動資金

本公司之財政狀況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東權益約人民幣 200,126,554元（二零零五
年：人民幣 259,840,484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合共人民幣 484,052,409元
（二零零五年：人民幣730,533,147元），其中人民幣6,291,628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107,288,298

元）為現金及銀行結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押存款約人民幣 168,383,360元（二零零
五年：人民幣 318,346,739元），作為若干銀行發行應付票據人民幣 174,786,700元（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 351,658,94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有短期銀行借款人民幣 139,400,000元
（二零零五年：人民幣170,100,000元），並無長期銀行借款（二零零五年：無）。短期借款須於一年
內償還。

或有負債

直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因在中國涉及多項訴訟而具有或有負債金額約人民幣 7,149,890元，其詳
情載列如下：

i. 湖南汽車車橋廠已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或前後向天津市人民法院提出針對本公司之令
狀。令狀中提述本公司未就索償人向本公司供應之底盤向索償人支付共計人民幣 331,193元之
款項；

ii. 東風襄樊旅行車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五日或前後向襄樊市襄城區人民法院提出針對
本公司之令狀。令狀中提述本公司未就索償人向本公司供應之底盤向索償人支付共計人民幣
1,539,901元之款項；

iii. 王東明已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或前後向金鄉縣人民法院提出針對本公司之令狀。令狀
中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支付一輛公司品牌客車之初步按金後，於二零零二年在未經索償
人允許之情況下，擅自開走該輛客車，並一直未返還予索償人。為此，索償人提出人民幣
600,000元之索償；

iv. 蘇州市工正金屬材料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或前後向張家港市人民法院提
出針對本公司之令狀。令狀中提述未就索償人向本公司供應之鋼材向索償人支付共計人民
636,698元之款項；

v. 蘇州市司傳金屬製品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或前後向張家港市人民法院提出
針對本公司之令狀。令狀中提述未就索償人向本公司供應之金屬配件向索償人支付共計人民
734,718元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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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蘇州市工業園富有事達塑業有限責任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或前後向張家港市人民
法院提出針對本公司之令狀。令狀中提述未就索償人向本公司供應之電線向索償人支付共計
人民幣 66,256元之款項；

vii. 萬茂禮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或前後向南昌市青雲譜區人民法院提出針對本公司、本
公司承保人及本公司一名僱員之令狀。令狀中提述本公司一名僱員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
撞倒一位行人（即索償人）。為此，索償人提出人民幣 155,745元之索償。

viii. 無錫市凱龍汽車新技術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或前後向惠山區人民法院提出
針對本公司之令狀。令狀中提述未就索償人向本公司供應之附件向索償人支付共計人民幣
38,700元之款項；

ix. 無錫市凱瑞汽車設備製造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五日或前後向惠山區人民法院提出
針對本公司之令狀。令狀中提述未就索償人向本公司供應之附件向索償人支付共計人民幣
84,480元之款項；

x. 江蘇足跡塗料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或前後向張家港市人民法院提出針對本
公司之令狀。令狀中提述未就向本公司供應之塗料向其支付共計人民幣 1,513,604元之債務；

xi. 常州工業技術玻璃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或前後向常州市新北區人民法院提
出針對本公司之令狀。令狀中提述本公司未能為供應予本公司生產汽車之玻璃償付人民幣
638,388元。

xii. 無錫市上工電器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或前後向張家港市人民法院提出針對
本公司之令狀。令狀中提述未就索償人向本公司供應之客車上的風扇向索償人支付共計人民
198,760元之款項；

xiii. 河北省晉州市福利汽車材料廠已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五日或前後向張家港市人民法院提出針對
本公司之令狀。令狀中提述本公司未就索償人向本公司供應之生產用的汽車配件向索償人支
付共計人民幣 434,117元之款項；

xiv. 陸春明已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或前後向張家港市人民法院提出針對本公司及本公司一
名銷售員工之令狀。令狀中提述本公司一名銷售員工沒有支付佣金予索償人，索償人提出人
民幣 177,330元之索償。

現時，本公司的部分銀行戶口已於提出上述訴訟後被凍結。截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被凍
結金額約為人民幣 1,865,333元。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並無充足現金全部滿足上述令狀所述的申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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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91,400,000元的銀行短期貸款並無抵押（二零零五年：
128,000,000元）人民幣48,000,000元的短期銀行貸款以淨值為人民幣30,450,187元的廠房建築作為
抵押（二零零五年：42,100,000元）。

資本與負債比率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負債比率為 2.4（二零零五年：2.6），以總負債除以總淨
資產計。

股本結構

於年內，公司股本無任何變動。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營運資金主要為股東權
益和內部資源，公司將繼續應用其財政政策，將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存作計息存款。

僱員資料

在年內本公司平均僱員 2,111人（二零零五年：2,175人），他們是根據專業及市場情況而招聘。正
式僱員均擁有社會保險和個人公積金。本公司並無任何認股權計劃。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7.15及 17.17條披露應收賬款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為 284,800,000股，根據本公司二零零五年三
月二十九日停牌當日的收市價每股港幣 0.34元計算，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總市
值約為港幣 96,832,000元。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一名客戶，廣州白雲華港汽貿中心（「該客戶」）之應收
賬款（「該應收賬款」）約為港幣 18,738,905元（人民幣 18,193,912元），佔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總市值約 19.4%。該客戶為獨立於本公司，各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
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且與上述各方概無關聯。本公司與該客戶
已經失去聯絡，該應收賬款亦已經於二零零五年年結日作一次性撇賬。

該應收賬款來自本公司按其日常業務及按一般商業條款向該客戶銷售貨品而產生。該應收賬款為
無抵押、免息及按一般償還方式償還。由於交易之性質及商業慣例，應收賬款只可於每月月底結
算，而該等結餘須根據該等應收賬款之一般貿易慣例及相關貿易條款由客戶核實及確認。該客戶
之應收賬款是在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被記錄，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7.17條之規
定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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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

本公司的核數師，盧鄺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獨立
核數師報告中因下列保留意見而作出免責聲明。

對保留意見之免責聲明之基準

1. 我們可獲得之證據由於財務報表附註 24所披露之關連方交易而受到限制。由於缺乏足夠的文
件證明，因此我們無法 進行令我們信納確保附註 (i)及 (x)至 (xvii)所披露之內容之準確性獲得
我們信納所必需之相關程式。此外，我們亦無法進行確保令我們信納財務報表附註 24所披露
之內容為完整所必需之相關程式。因此，我們亦無法進行確保令我們信納　貴公司現金流量
表所述之與關聯方交易相關之現金流量是否已公平地呈列所必需之相關程式。

（以下資料節錄自將刊發之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年報之財務報表附註 24。）

本公司與本公司董事或股東可對其發揮重大影響力的若干關連方進行的重大交易詳情如下：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從股東╱關連公司購貨 (i) 22,620,624 31,922,740

已付預付租賃付款租金 (ii) 905,500 905,500

已付物業租金 (iii) 100,000 100,000

已付生產綫租金 (iv) 100,000 100,000

銷售鋼材 (v) 739,132 4,898,824

銷售廢棄材料 (vi) – 1,004,736

銷售客車 (vii) 846,700 854,673

償付電費 (viii) 1,518,545 609,041

利息收入 (ix) 6,315,281 10,912,351
   

(i) 這項是指年內從股東（張家港市牡丹客車配件有限公司、張家港市汽車附件廠）及一間關
連公司（張家港吉順交通工業有限公司）購入原料及在建工程。

(ii) 本公司與江蘇牡丹訂立一項租賃協議，據此，本公司獲授權使用三幅（二零零五年：三
幅）位於中國的土地，並於其上興建樓宇，為期二十年。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每年租金定為人民幣 905,500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905,500元）。

(iii) 本公司與江蘇牡丹訂立一項租賃協議，據此，本公司獲授權使用一所位於中國的物業，為
期二十年。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年租金定為人民幣100,000元（二零
零五年：人民幣 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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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本公司與江蘇牡丹訂立一項租賃協議，據此，本公司獲授權使用一條位於中國的生產綫，
為期二十年。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年租金定為人民幣100,000元（二
零零五年：人民幣 100,000元）。

(v)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向一位股東（張家港市牡丹汽車配件有限
公司）及一間關連公司（張家港吉順交通工業有限公司）出售金額為人民幣 739,132元（二零
零五年：人民幣 4,898,824元）的鋼材。

(vi)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向一名股東（張家港市牡丹客車配件有限公司）
出售金額為人民幣零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1,004,736元）的廢棄材料。

(vii)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向若干股東（張家港市牡丹客車有限公
司、張家港市牡丹汽車配件有限公司及張家港市汽車附件有限公司）出售金額為人民幣
846,700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828,357元）的客車。

(viii)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向若干股東（張家港市牡丹客車有限公
司）及一間關連公司（張家港吉順交通工業有限公司）提供金額為人民幣 1,518,545元（二零
零五年：人民幣 609,041元）的其他服務。該等其他服務包括償付電費。

(ix)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收取其最終控股公司江蘇牡丹之利息收入
合共人民幣 6,315,281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10,932,351元）。該等利息乃按於二零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之結餘之 5%計算。

(x)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融資，並指示往來銀行
向江蘇牡丹發出若干銀行承兌匯票。此外，本公司向江蘇牡丹轉出若干從其客戶取得的銀
行承兌匯票。發出或轉出至江蘇牡丹的銀行承兌匯票總值為人民幣 60,000,000元（二零零
五年：人民幣499,008,000元）。另一方面，江蘇牡丹轉給本公司若干銀行承兌匯票，總值
為人民幣 5,000,000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82,000,000元）。已發出╱收到的銀行承兌匯
票均記錄為透過江蘇牡丹的往來戶口交收，不涉及現金往來。因此，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江蘇牡丹提供若干免息墊款。於本年度向江蘇牡丹提供的最
高未償還墊款為人民幣133,854,503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126,110,220元）及於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償還墊金額為人民幣 133,854,503元（二零零五年：125,899,382元）。

(xi) 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江蘇牡丹准許本公司無償使用「牡
丹」的品牌、其若干銷售辦事處、辦公室設備及公共設施。

(xii)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江蘇牡丹代本公司收取的銷售收入為數人民幣零
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6,055,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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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代江蘇牡丹收取的銷售收入為數人民幣零
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12,661,107元）。

(xiv)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江蘇牡丹代本公司支付金額為數人民幣73,000元
（二零零五年：3,450,439元）的原料費用。

(xv)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江蘇牡丹代公司支付的若干費用為數人民幣
481,897元（二零零五年：5,877,008元）。

(xvi)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總值為人民幣 30,000,000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128,000,000元）的若干銀行貸款由江蘇牡丹提供擔保（附註22）。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董事、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及其各自的聯繫人士於與本
公司業務直接或間接競爭的任何業務均無持有任何權益。

(xvii)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融資，並指示往來銀
行向張家港市牡丹客車配件有限公司發出若干銀行承兌匯票。發出或轉出至江蘇牡丹的銀
行承兌匯票總值為人民幣 300,998,000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零元）。

(xviii) 董事及關鍵管理人員的薪酬

董事及其他關鍵管理人員年內的薪酬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董事及關鍵管理人員
短期利益 1,194,035 1,565,804

任期後利益 – –
  

 1,194,035 1,565,804
  

董事及關鍵管理人員的薪酬由董事會參考個人的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2. 我們無法就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金額為人民幣 200,467,389元是
否已公平呈列發表意見。鑒於　貴公司自二零零七年十月起暫停生產，並就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錄得持續經營業務虧損。管理層已對物業、廠房及設備進行減值
測試，然而，我們無法自管理層獲得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
金額為人民幣 200,467,389元所使用之價值評估相關的充足支援資料，因此，無法令我們信納
物業、廠房及設備是否已於結算日公平地呈列，以及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是否已確認任何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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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截至本公佈日期，　貴公司就牽涉於中國之數項訴訟而擁有或然負債約人民幣 7,149,890元。
由於我們無法進行必需之審核程式以確認訴訟索賠之完整性，我們無法令我們信納於本公佈
日期或然負債之金額人民幣 7,149,890元是否已公平呈列。

與持續經營基準有關之重大不明朗因素

在達致我們的意見時，我們已衡量財務報表中董事就有關編制財務報表之基準作出之披露資料是
否足夠。董事已審慎考慮　貴公司未來營運資金流動性的影響以及建議收購方（即成都新大地汽車
有限責任公司（「成都新大地」）、佛山市順德港華實業有限公司（「順德港華」）、佛山市合力汽車貿
易有限公司（「佛山合力」）及佛山市順德眾裕汽車貿易有限公司（「順德眾裕」））對恢復業務運營的
持續財務支持。財務報表已按照持續經營基準編制，其有效性視乎建議收購方的持續財務支持而
定。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如持續經營基準不再適用而必需作出的任何調整。

我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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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之內在因素極
不肯定，故我們有需要就我們的意見作出免責聲明。

就意見作出負責聲明：對財務報表之意見作出負責聲明

意見之負責聲明之基準段落及與持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明朗因素段落所述之事項關係重大，我們
未能就財務報表是否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及公平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發表意見。就其他各方面而言，我們
認為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妥善編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之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公布之指引而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書面界定其職權。審計委員會的
主要職責為審核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及內部控制制度。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蔣雷先生、黃振華先生及肖維紅女士為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成員，惟彼等已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
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被罷免其職務。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位獨立非執
行董事汪成才先生、高學飛先生及姚志明先生，汪成才先生兼任主席一職。現任審核委員會已審
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報表，並認為有關業績報表乃符合適用會計
准則、聯交所及法定要求，並已作出充份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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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現任董事會未發現本公司有違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8至 5.67條所載交易之規定的標準條款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操守守則之情形。

競爭權益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現任董事會未發現本公司原任董事、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
要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有任何與本公司之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
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之情形。

企業管治常規

除以下所披露偏離情況外，現任董事會未發現本公司於回顧期內有違反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載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企業守則」）之情形。

主席及行政總裁

本公司的前主席孫敏彪先生，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同時是本公司的行政總裁。故此於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內，本公司未有符合企業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所載主席及行
政總裁職位須獨立分開之規定，原因是本公司尚未物色到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擔任行政總裁。惟孫
敏彪先生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被罷免其職務，而主席（董事長）一職亦於同
日委任郭志榮先生擔任，另行政總裁（公司總經理）一職，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委任李
京山先生擔任。

審核委員會

根據企業守則之守則條文C.3.3(e)(i)條，審核委員會成員須與發行人的董事會、高層管理人員及獲
委聘為發行人合資格會計師的人士聯絡。委員會須至少每年與發行人的核數師開會一次。現任董
事未能確定本公司有否於二零零六年期間舉行審核委員會會議，但現任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均承
諾從今開始每年定期舉行審核委員會會議商討相關事宜。

薪酬委員會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尚未成立薪酬委員會，致使本公司未有符合企
業守則之守則條文第B.1.1條。惟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本公司根據企業守則成立薪酬委員會，
全部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包括汪成才先生、高學飛先生及姚志明先生，高學飛先
生兼任薪酬委員會主席。薪酬委員會預定每年最少召開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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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之角色及職務包括釐定所有執行董事之薪酬待遇，包括實物利益，退休權利及賠償款
項（包括因撤職或終止委任應付之任何賠償）及釐定非執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本公司監事及高
級管理人員酬金。薪酬委員會會考慮可資比較公司支付之薪金、董事付出之時間及職責、本公司
僱用狀況及按表現發放酬金之可行性等因素。

在薪酬委員會成立前，乃由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負責審閱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以及本公司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並於獨立非執行董事出席之董事會會議上提呈建議以供
董事會批准。

董事會會議

根據企業守則之守則條文A.1.1條及A.1.3條，公司必須定期舉行董事會會議及於會議前 14日發出
通知予各董事。現任董事未能確定本公司有否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舉行董事會
會議及於所舉行之會議前至少 14日發出之通知，但現任董事會均承諾從今開始根據上市規則之要
求舉行董事會會議及於所召開之定期董事會會議前 14日必定會發出召開董事會通知。

內部監控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內，由於本公司之內部監控系統不完善，本公司已安排進行檢
討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之有效性，確保內部監控系統為足夠及有效。本公司將定期舉行會議討論
財務、經營及風險管理控制。審核委員會亦會檢討內部監控系統及評估其是否足夠及有效，並定
期評估其工作。

承董事會命
牡丹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郭志榮
董事長

中國‧江蘇省‧張家港市

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九 (9) 名董事組成，當中三 (3)名為執行董事，即郭志榮先生（董事會主
席）、侯成保先生及姜斌先生；三(3)名為非執行董事，即李建華先生、朱惠良先生及周培淋先生；
及三 (3)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汪成才先生、高學飛先生及姚志明先生。

本公佈將於其張貼日起計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址 http://www.hkgem.com 內之「最新公司公告」頁內
刊登，並於本公司網頁 (http://www.mudanauto.com) 內刊登。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