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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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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PACIFIC PLYWOOD HOLDINGS LIMITED
太平洋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7）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太平洋實業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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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
業績及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94,706  108,986
銷售成本 4 (85,694 ) (86,423 )    

毛利  9,012  22,563

分銷成本 4 (11,255 ) (11,234 )
行政費用 4 (8,915 ) (8,536 )
其他收益淨額  1,795  2,918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之（撥備）╱撥回  (430 ) 3,362    

經營業務（虧損）╱盈利  (9,793 ) 9,073

財務費用  (3,591 ) (4,439 )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195 ) －    

除所得稅前（虧損）╱盈利  (13,579 ) 4,634
所得稅 5 –  1,801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盈利  (13,579 ) 6,435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之年內虧損  (22,873 ) (5,167)    

年內（虧損）╱盈利  (36,452 ) 1,268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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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下列各項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6,452 ) 1,268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
 經營業務（虧損）╱盈利及來自已終止
 業務虧損之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6 (1.02)美仙  0.53 美仙
來自已終止業務 6 (1.72)美仙  (0.43) 美仙    

  (2.74)美仙  0.10 美仙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6 (1.02)美仙  0.53 美仙
來自已終止業務 6 (1.72)美仙  (0.43)美仙    

  (2.74)美仙  0.10 美仙    

股息  －   －    



– 3 –

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  2,928  2,958
物業、廠房及設備  61,989  73,852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981  －
遞延所得稅資產  4,807  5,021
收購一項投資之訂金  1,000  1,500    

非流動資產總值  71,705  83,331    

流動資產
存貨  13,309  21,106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7 4,652  18,9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73  5,744    

流動資產總值  19,634  45,845    

非流動負債
借款  (48,947 ) (48,419 )    

非流動負債總額  (48,947 ) (48,419 )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8 (23,903 ) (23,342 )
即期所得稅負債  (98 ) (98 )
銀行透支  (2,521 ) －
借款  (15,862 ) (20,797 )    

流動負債總值  (42,384 ) (44,237 )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22,750 ) 1,60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8,955  84,939    

資產淨值  8  36,52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9
普通股  4,278  4,278
股份溢價  7,652  7,652
其他儲備  4,868  4,928
（累計虧損）╱保留盈利  (17,790 ) 18,662
少數股東權益  1,000  1,000    

總權益  8  3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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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持續經營會計基準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22,750,000美元（二零零七年－
流動資產淨值 1,608,000美元），而未償還借款及透支約為 67,330,000美元（二零零七年－
69,216,000美元），當中約 18,383,000美元（二零零七年－20,797,000美元）於未來十二個月
內到期償還及重續。該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或會導致本集團持續經營之
能力受到重大質疑。

本集團擬與其往來銀行保持穩健業務關係，從而保持其不斷支持，並積極與其往來銀
行討論於二零零九年到期償還時重續短期銀行融資額。董事有信心，該等短期銀行融
資額將獲重續。於二零零九年一月，本集團成功獲其主要往來銀行批准延遲還款期，
將償還有期貸款之本金及利息約 43,816,000美元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延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本集團終止經營其中國附屬公司大連環球木業有限公司（「大連
環球」）之業務，該公司多年來一直錄得虧損及現金流出狀況。透過終止該業務、採納
其他成本減省措施及其來往銀行之不斷支持，董事相信，本集團應能自日後經營產生
充裕現金流量，以支付其經營成本及應付其財務承擔。因此，董事信納，本集團將可
履行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到期之財務承擔。

董事有信心，本集團將獲得往來銀行持續支持，因此，董事認為採納持續經營基準編
製財務報表屬適當做法，惟財務報表並無包括倘本集團未能以持續經營基準繼續進
行業務而需對其資產及負債面值作出之相關調整及重新分類之資料。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編製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貫徹一致之財務報表需要採用若干重大會計估算，管理層
亦須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

(a)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i) 以下準則修訂及詮釋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強制應
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及 重新分類財務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
 －詮釋第 11號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權安排
 －詮釋第 1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
 －詮釋第 14號  －界定福利資產限額、
  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採納上述準則修訂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造成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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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下列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已頒佈但於二零零八年尚未生效，亦無提
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2

此項經修訂準則禁止在權益變動表中呈列收入及支出項目（即「非擁有人之
權益變動」），並規定「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須與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分開呈
列。所有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須在業績報表中呈列，惟實體可選擇在一份
業績報表（全面收入報表）中，或在兩份報表（綜合損益表和全面收入報表）中
呈列。倘實體重列或重新分類比較數字，除按現時規定呈列當期及比較期
間之期終資產負債表外，亦須呈列比較期間之期初經重列資產負債表。本
集團將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綜合損
益表及全面收入報表均有可能呈列為業績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經修訂） 借款成本 2

此項修訂規定，實體須將購置、興建或生產一項合資格資產（即須頗長時間
籌備方可作使用或出售之資產）直接應佔之借款成本撥充資本作該資產之
部分成本，而即時支銷借款成本之選擇將予剔除。本集團將自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起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經修訂），惟由於本集團並無合資格
資產，故目前不適用於本集團。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3

此項經修訂準則規定，非控制權益所有交易之影響於控制權並無變動且有
關交易將不再產生商譽或損益情況下計入權益內。此準則亦訂明失去控制
權之會計處理方法。實體任何剩餘權益按公平值重新計量，並於損益確認
收益或虧損。本集團預計將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就非控制權益交易應
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³

此項經修訂準則繼續對業務合併應用收購法，並加入若干重大改動。例如，
就購入業務作出之所有付款須按收購日期之公平值列帳，而分類作債務之
或然付款其後於綜合損益表重新計量。按收購準則進行之收購，可選擇按
公平值或應佔被收購方資產淨值之非控制權益比例，計算被收購方之非控
制權益。所有收購相關成本均須列作開支。本集團預計將自二零一零年一
月一日起就所有業務合併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營運分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4號「分部報告」，並調整分部
申報方式，以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 (US standard SFAS)第 131號「有關企業分部
及相關資料之披露」之規定一致。此項新準則規定採用「管理法」，據此，分
部資料按就內部申報目的所用者相同之基準呈列。本集團預計將自二零零
九年一月一日起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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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及 持作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業務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修訂本）

此項修訂釐清，倘部分出售計劃會導致失去控制權，則一家附屬公司全部
資產及負債均分類為持作出售，而倘符合終止經營業務之定義，須就此附
屬公司作出有關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之後續修訂列明，此等修訂
預計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日起應用。本集團預計將於自二零一零
年一月一日起就所有部分出售附屬公司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修訂
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修訂本） 資產減值 2

倘公平值減出售成本乃按貼現現金流量計算，則須披露等同於就使用價值
計算披露之資料。本集團將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修訂本），並於適用情況下就減值檢測作出所需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及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  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3

此項經修訂準則容許首次採納人士根據過往會計慣例，採用公平值或帳面
值之視作成本，以在獨立財務報表計量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
公司之初步投資成本。此項修訂本亦將成本方法之定義從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中刪除，並加以取代，同時新增於投資者獨立財務報表呈列股息為收
入之規定。本公司預計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於其獨立財務報表內應
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

(iii) 下列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已頒佈，惟於二零零八年尚未生效，且與本
集團業務無關。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及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責任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 股份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長期支持計劃 3

 －詮釋第 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造協議 2

 －詮釋第 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沖海外業務投資淨額 1

 －詮釋第 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3

 －詮釋第 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來自客戶之資產轉讓 3

 －詮釋第 18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修訂本） 僱員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 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香港會計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現金流量表 2

 準則第 7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20號（修訂本） 政府撥款之會計處理及政府資助之
  披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香港會計 聯營公司投資 2

 準則第 32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7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29號（修訂本） 嚴重通脹經濟中之財務報告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香港會計 合營公司權益 2

 準則第 32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7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修訂本） 無形資產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及香港會計 投資物業 2

 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41號（修訂本） 農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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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並無列述多項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金融工具：披露」、香港會
計準則第 8號「會計政策、會計預計項目變動及錯誤更正」、香港會計準則第
10號「結算日後事項」、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收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
「中期財務報告」之輕微修訂。此等修訂不大可能對本集團財務報表造成重
大影響，因此未有作出詳細分析。

附註：

1 自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b) 大連環球的財務資料

大連環球為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乃一家合作合營企業，其業務範疇為
製造及銷售木製品。由於近期全球發生金融海嘯，大連環球之經營環境變
得更加困難。經考慮本集團之利益後，董事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決定終止
大連環球的業務。終止經營可能導致大連環球進行清盤。

終止經營大連環球業務後，本集團得悉大連環球若干資產已被地方法院凍
結，且不能進入其生產設施，大連環球之絕大部分會計記錄及相關支持文
件均存放於生產設施中。因此，本集團在取閱大連環球的會計記錄及有關
支持文件方面遇到極大困難。

大連環球之財務資料乃管理層根據大連環球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止之管理
帳目及相關報告編製，並已作出必要估計及調整，有關估計及調整乃使用
本集團截至本日止可取得之相關資料得出。

本集團所作出之主要估計及調整包括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存貨撥備、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僱員補償及具法律責任合約之撥
備。此等與大連環球有關之主要估計及調整已於綜合財務表之相關附註中
獨立披露。判定是否須作出估計及調整時必需運用判斷及估計。有關判斷
及估計乃根據截至本日止對該等帳目之查冊及詢問而作出。倘預期與原來
估計不同，有關差異將會影響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帳款及
其他應收款項、存貨、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撥備之帳面值，亦會影響該等
估計出現變動之年度之業績。此外，由於本集團管理層無法取閱相關會計
記錄及相關支持文件，故無法肯定是否已作出所有適當的估計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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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按業務地區及產品分析的銷售額及對本集團業績之貢獻載列如下：

按業務地區劃分之主要分類：

 二零零八年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馬來西亞  香港  其他  總計  中國  沖銷  綜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外銷 88,623  1,519  4,564  94,706  7,587  －  102,293
－分類間銷售 728  －  118  846  287  (1,133 ) －             

總收益 89,351  1,519  4,682  95,552  7,874  (1,133 ) 102,293             

業績
分類業績 (4,807 ) 104  (979 ) (5,682 ) (22,603 )   (28,285 )
未分配公司支出       (4,111 ) －    (4,111 )             

經營業務虧損       (9,793 ) (22,603 )   (32,396 )
財務費用       (3,591 ) (270 )   (3,861 )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195 ) －    (195 )
所得稅       －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13,579 ) (22,873 )   (36,452 )             

資產
分類資產 60,913  376  16,484  77,773  6,561    84,334
未分配公司資產       7,005  －    7,005             

       84,778  6,561    91,339             

負債
分類負債 17,213  11  250  17,474  5,153    22,627
未分配公司負債       64,529  4,175    68,704             

       82,003  9,328    91,331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2,692  9  5  2,706  6    2,712
未分配資本開支             －             

             2,712             

折舊 6,423  2  492  6,917  1,939    8,856
攤銷支出 31  －  －  31  －    31
未分配折舊╱攤銷             16             

             8,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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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馬來西亞  香港  其他  總計  中國  沖銷  綜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外銷 100,865  2,505  5,616  108,986  22,977  －  131,963
－分類間銷售 479  －  291  770  23  (793 ) －             

總收益 101,344  2,505  5,907  109,756  23,000  (793 ) 131,963             

業績
分類業績 9,792  168  3,430  13,390  (4,738 )   8,652
未分配公司支出       (4,317 ) －    (4,317 )                          

經營業務盈利╱（虧損）       9,073  (4,738 )   4,335
財務費用       (4,439 ) (429 )   (4,868 )
所得稅       1,801  －    1,80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盈利╱（虧損）       6,435  (5,167 )   1,268             

資產
分類資產 72,652  600  19,087  92,339  28,998    121,337
未分配公司資產       7,894  (55 )   7,839             

       100,233  28,943    129,176             

負債
分類負債 16,931  53  388  17,372  5,346    22,718
未分配公司負債       64,607  5,331    69,938             

       81,979  10,677    92,656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2,892  －  26  2,918  1,149    4,067
未分配資本開支             －             

             4,067             

折舊 6,798  1  408  7,207  1,749    8,956
攤銷支出 31  －  －  31  －    31
未分配折舊╱攤銷             29             

             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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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產品劃分之次要分類：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經營業務
   經營        盈利╱    

 收益  業務虧損  資產  資本開支  收益  （虧損）  資產  資本開支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持續經營業務

地板 20,367  (1,091 ) 9,726  431  23,710  2,211  11,636  463
結構膠合板 1,457  (147 ) －  －  1,594  (72 ) –  –
普通合板 18,684  (788 ) 8,842  391  27,058  2,557  15,064  600
綫板 2,021  (204 ) －  －  3,648  764  769  –
防水合板 51,783  (2,685 ) 35,199  1,558  52,786  5,124  36,526  1,454
其他 394  (36 ) 7,053  312  190  13  11,172  375
未分配 －  (4,842 ) 23,958  14  –  (1,524 ) 25,066  26               

小計 94,706  (9,793 ) 84,778  2,706  108,986  9,073  100,233  2,918               

已終止業務

結構膠合板 1,482  (4,414 ) 1,561  1  9,426  (1,508 ) 14,469  528
綫板 3,885  (11,574 ) 4,010  4  10,145  (2,742 ) 14,474  557
其他 2,220  (6,615 ) 990  1  3,406  (488 ) –  64               

小計 7,587  (22,603 ) 6,561  6  22,977  (4,738 ) 28,943  1,149               

總計 102,293  (32,396 ) 91,339  2,712  131,963  4,335  129,176  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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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劃分開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持續經營業務：
租賃土地攤銷 31  31
核數師酬金 390  296
製成品及在製品之存貨變動 599  (3,326 )
折舊及攤銷
 －自置資產 6,884  7,188

 －融資租賃項下所持資產 49  48
董事酬金 840  915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2,574  2,430

 －社會保障及退休金成本 187  154
運輸及其他相關費用 11,255  11,234
土地、樓宇及機器之經營租賃支出 126  139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00  －
存貨按可變現淨值撥備╱（撥回） 1,031  (60 )
已耗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55,398  57,619
僱員借調服務費 1,440  1,620
其他開支 24,760  27,905   

 105,864  106,193   

已終止業務：
核數師酬金 27  36
製成品及在製品之存貨變動 1,372  (1,674 )
折舊及攤銷
 －自置資產 1,939  1,749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28  371

 －社會保障及退休金成本 87  74
運輸及其他相關費用 287  399
土地、樓宇及機器之經營租賃支出 352  331
僱員補償撥備 564  －
具法律責任合約撥備 615  －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6,433  －
存貨按可變現淨值撥備 4,935  620
已耗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7,281  25,131
其他開支 704  1,549   

 24,624  28,586   

銷售成本、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總額 130,488  13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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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i) 百慕達

本公司獲豁免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為止。

(ii) 香港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應課稅盈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
出撥備。

(iii) 馬來西亞

由於馬合板工業（砂）私人有限公司（「馬合板」）以未耗用免稅額抵銷其截至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估計應課稅盈利，因此並無就稅項作出撥備。馬合
板之適用所得稅稅率為 26%（二零零七年－27%）。

(iv) 中國

本集團於大連成立之合作企業中國附屬公司大連環球須根據有關中國所得稅法例
調整之中國法定帳目所呈報應課稅收入，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大連環球現時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18%（二零零七年－15%），乃優惠國家所得
稅率。

有關稅項機關已批准，自二零零八課稅年度起，大連環球於首兩年獲全數豁免企
業所得稅，並於隨後三年獲減免企業所得稅之 50%。

由於大連環球於本期間並無估計應課稅盈利，故並無就稅項作出撥備（二零零七
年－無）。

(v) 其他

其他海外稅項按有關附屬公司業務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計算。

計入綜合損益表之稅項金額包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利得稅
－不再需要作出所得稅撥備 －  1,786
遞延所得稅 －  15   

 －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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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方法為將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盈利除年內已發行普通
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
 （虧損）╱盈利 (13,579,000)美元  6,435,000 美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已終止業務虧損 (22,873,000)美元  (5,167,000)美元   

 (36,452,000)美元  1,268,000美元    

已發行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 1,327,779,448  1,215,579,448   

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1.02)美仙  0.53美仙
已終止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 (1.72)美仙  (0.43)美仙    

 (2.74)美仙  0.10美仙    

由於所有尚未行使之優先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對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虧損）╱盈利造成攤薄影響。

7.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帳款 10,343  13,957
應收票據 481  2,727
減：應收帳款減值撥備 (7,452 ) (660 )   

應收帳款淨額 3,372  16,024   

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增值稅退款 14  330
預付款項 465  1,824
其他應收款項 823  817
減：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22 ) －   

其他應收款項淨額 1,280  2,971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4,652  1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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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0－30日 2,269  8,867

31－60日 442  2,033

61－90日 3  1,257

91－180日 3,110  762

181－360日 3,852  17

360日以上 667  1,021   

 10,343  13,957   

本集團一般為其現有客戶提供不超過 180日之信貸期，客戶毋須提供抵押品。管理層
定期作出整體評估，並根據過往付款記錄、拖欠期間長短、債務人財政狀況以及與有
關債務人有否爭議，評估收回個別客戶之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可能性。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09,000美元（二零零七年－4,649,000美元）應收帳款
已就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額抵押品作出浮動押記。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與銀行磋商以附有追索
權之應收餘款以換取現金，而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餘額為 229,000美元（二
零零七年－2,635,000美元）。有關交易已列作有抵押借貸。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52,000美元（二零零七年－660,000美元）之應收帳款
出現減值並作出撥備。個別出現減值之應收帳款主要涉及突然陷入經濟困境之客戶。

8.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付帳款 17,890  18,509
應計開支 3,407  2,759
具法律責任合約之撥備 615  －
應付薪金及福利 1,181  1,415
其他 810  659    

 23,903  2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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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0－30日 4,013  8,204

31－60日 4,575  4,542

61－90日 1,332  3,858

91－180日 3,434  1,642

181－360日 4,536  244

360日以上 －  19   

 17,890  18,509   

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保留盈利╱  少數股東
 普通股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權益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3,598  －  4,048  17,394  1,000  26,040
發行新股份 680  7,652  －  －  －  8,332
年內盈利 －  －  －  1,268  －  1,268
匯兌差額 －  －  880  －  －  880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4,278  7,652  4,928  18,662  1,000  36,520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如上文 4,278  7,652  4,928  18,662  1,000  36,520
年內虧損 －  －  －  (36,452 ) －  (36,452 )
匯兌差額 －  －  (60 ) －  －  (60 )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4,278  7,652  4,868  (17,790 ) 1,0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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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報告修訂

除下文所闡釋工作範圍之限制外，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該等準則規定，核數師須遵守道德規範，並進行
審核，以合理確定有關財務報表是否概無任何重大錯誤陳述。然而，基於保
留意見基準多段所述事項，核數師未能取得足夠適當審核憑證，以就核數意
見提供基礎。

保留意見之基準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內包括旗下其中一家附屬公司大連環球之財務資料。
大連環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止該日止年度之資產、負債及
業績個別及共同對本集團而言屬重大。誠如本公佈附註 2(b)所闡釋，大連環
球若干資產已被地方法院凍結，且不能進入其生產設施，大連環球之絕大部
分會計記錄及相關支持文件均存放於生產設施中。因此，本集團未能向核數
師提供該等會計記錄及有關支持文件。核數師因此未能進行令人信納之審
核程序，以就大連環球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進行交
易之完備性、準確性、存在、價值、分類及披露資料以及相關結餘作出合理
確認。因此，核數師未能取得足夠適當審核憑證，以確定本集團綜合財務報
表所載大連環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止該日止年度之財務資
料是否已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妥為編製。上述財務資料之任何調整或會對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與負債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
虧損及現金流量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核數師未能取得足夠適當審核憑證，
以確定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大連環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截止該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是否已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妥為編製。上述
財務資料之任何調整或會對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與
負債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造成重大影響。

持續經營會計基準之重大不確定因素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核數師報告將予修訂，以載入重大不確定因素之披
露資料。核數師並無進一步發表保留意見，惟懇請垂注採納持續經營基準編
製綜合財務報表之「持續經營會計基準」。據「持續經營會計基準」所闡釋，綜
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取決於本集團能否獲取往來
銀行之不斷支持以及本集團自未來業務產生足夠現金流量以撥付本集團經
營成本及融資承擔所需之能力。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任何會導致計算失
誤之調整。有關此可能屏戈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能力構成重大疑問之重大
不確定因素詳情，於上述持續經營會計基準」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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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製造業務

於回顧年度，受到季候風加上雨季延長至二零零八年六月方告結束之影響，
原木收成及向集團等合板製造商的供應量均受到限制，導致原木價格平均上
升 20%。到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全球危機不斷惡化，影響原木供求，導致原木
及木材價格波動不穩。基於客戶需求變動不定，原木供應商因而減少產量，
令所有合板製造商面對不同程度之不利影響。原油相關產品與服務之價格
亦於二零零八年大部分時間飆升，以致集團直接成本上漲，當中尤以運輸、
公用設施及膠水成本為甚。集團需採取嚴格成本控制措施，以助舒緩成本上
漲帶來之壓力。集團更加強集中其產品組合及市場組合之多元化發展，務求
改善其邊際利潤。

由於環球經濟動盪，集團於中國之廠房之營運環境因而舉步為艱。中國出口
退稅維持於 5%之低水平，而俄羅斯政府更將其原木出口稅率上調至 25%，令
原材料持續供應緊絀。在其他原材料價格不斷攀升之境況下，集團於中國之
廠房難以錄得盈利，因此，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年底終止中國廠房之業務。

即使面對市場動盪帶來之緊張局面，集團於馬來西亞廠房之產能達致接近
70%。憑藉更先進優良之生產流程，集團得以降低木材損耗，故集團之利用
率上升至 50%以上，高於行業標準。藉此，集團得以減低直接原料成本，同時
令集團產品及市場組合更趨完善，而集團廠房工人之生產力亦相應提高。
此外，集團在生產中運用不同種類、等級及大小之木材，務求在提高產量之
同時，亦能降低材料成本。防水合板及普通合板繼續佔廠房總生產量絕大部
分。集團亦就於現有及新興市場開展之新業務，生產特大合板及 2.4毫米合板
等新產品。

市場概覽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之營業額減少 22.3%，銷往歐洲及東南亞地區之產品佔
50.4%，二零零七年則為 33.1%。為建立更均衡市場組合，集團減少依賴單一
市場，更於新興市場發掘及開展新業務。銷往日本及韓國之產品佔二零零八
年營業額之 25.6%，去年則為 34.1%。日本市場持續疲弱，此乃由於過去數年
合板產品供應過量，加上新房屋需求偏低，導致當地房地產市場之發展持續
呆滯。集團外銷往韓國市場之防水合板及結構膠合板並無上升，佔二零零八
年營業額 9.44%，二零零七年則為 12.91%。由於美國房地產市場蕭條，美國市
場的銷售額下降至佔全年總銷售額 5.6%。直至及除非最終解決次按危機之
問題，否則，集團預期此情況難以於短期內即時復甦。於中國之地板產品業
務因囤積過多存貨而停滯不前。因此，中國市場之銷售額並無升跌，佔二零
零八年總銷售額 13.6%，二零零七年則為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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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環球經濟動盪，導致大部分國家出現越來越多業務倒閉及衰退之情況。
集團大部分客戶擱置訂單，令全球成交量大幅收縮。由於全球信貸緊縮，集
團客戶在獲取貿易融資方面困難重重。儘管如此，集團致力瞭解客戶需要及
洞悉市場趨勢，以助開發特大合板及 2.4毫米厚合板等新改良產品。

展望

展望未來，集團預期巿況於二零零九年持續放緩，需待二零零九年底方有望
逐漸復甦。鑑於全球經濟復甦需時，集團將整合其實力及資源，以克服維持
業務發展將面對之重重障礙。除完善生產力及產品組合外，集團將不斷改善
產品質素、成本效益及客戶服務。

集團預期，其聯營公司之原木業務將對其利潤帶來正面貢獻。集團將繼續專
注於日本、中國及歐洲等傳統巿場，同時積極涉足菲律賓及中東等新興巿
場，以拓展更多新業務。集團將精簡其業務流程及經營，力求為其現有及新
客戶締造美滿業績。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 22,700,000美元，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錄得流動資產淨值約 1,600,000美元。

流動資產淨值大幅減少，主要由於中國業務表現未如理想，及就中國業務一
名主要客戶作出撥備，加上集團財務表現主要因全球金融危機不斷加劇而
疲弱，其中二零零八年下半年之情況尤甚。

資本結構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集團資本結構並無重大變動。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二零零八年四月，就收購於馬來西亞 40,000畝林區特許權 49%權益方面，集團
已完成收購行動約四分之一。由於收購林區特許權受到馬來西亞政治不明
朗拖累而進展緩慢，加上全球金融危機持續惡化，故原應於二零零九年四月
完成餘下四分三林區特許權之收購未有如期實行。然而，本集團決意就日後
爭取更穩定的原木供應，並已就延長完成日期至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四日訂
立補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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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聘有 2,549名員工，其中 2,515名於馬來西
亞砂勞越民都魯市之廠房工作。集團為員工提供在職培訓計劃，以增進彼等
之技術及工作知識。管理層將繼續與員工維持緊密合作關係。

資產抵押詳情

集團之銀行貸款及其他銀行融資額乃以帳面淨值約 60,000,000美元之若干物
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租賃土地；若干存貨約 13,000,000美元之浮動押記；應收
帳款約 200,000美元；銀行結存約 600,000美元；其他資產約 700,000美元；本公
司作出的公司擔保；及本公司兩名董事作出之個人擔保作抵押。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除完成收購約 30,000畝特許權之 49%權益外，本集團於短期內並無重大投資
計劃。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借款總額 67,330  69,216
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73 ) (5,744 )   

債項淨額 65,657  63,472
權益總額 8  36,520   

資本總額 65,665  99,992   

資產負債比率（債項淨額相對資本總額） 100%  63%   

二零零八年內資產負債比率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錄得重大虧損。

外匯風險

本集團於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經營業務，大量交易以馬來西亞零吉及新加坡
元進行。本公司之功能及呈列貨幣為美元，故本集團主要面對上述貨幣之外
匯風險。由於本集團認為不符合成本效益，故並無採用任何遠期合約對沖有
關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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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若干僱員結欠工資及補償付款向於大連之大連地方勞工仲裁委員會提出申
請，並在無大連環球之代表下獲頒仲裁命令。由於中國並無大連環球之管理
人員，本判決延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執行，並可能因而產生若干或
然負債。根據截至本日止本集團可取得之相關資料，管理層已支付所需之應
計款項，因此，除該等大連環球已作出撥備之款項外，預期有關或然負債將
不會產生任何重大負債產生。

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
息（二零零七年－無）。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除偏離守則條文第A.2.1、A.3
及 E.1.2條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
則」）。

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應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

黃進益博士及黃種嘉先生乃父子，分別出任本公司董事長及董事總經理。除
作為本公司董事長之職務外，黃進益博士亦負責策略規劃及監督本集團業
務若干方面。該等職務與行政總裁黃種嘉先生之職務重疊。然而，董事會認
為此情況不會削弱權力及授權之平衡。

守則條文第A.3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3條，董事會應具備平衡的執行及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
執行董事）成員，而根據第 3.10條，董事會須包括最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由於魏國銓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僅有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直至謝章發先生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
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填補此空缺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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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董事會主席
黃進益博士須處理若干緊急事務，彼並無出席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度股東週
年大會。為修正此問題及確保董事會與股東間能順利及有效溝通，本公司董
事總經理黃種嘉先生及總裁廖運光先生均有出席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度股東
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回答股東提問。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作出具體查詢
後，全體現任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馬汝基烏斯曼先生（主席）、黃國松先生
及謝章發先生（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獲委任以填補魏國銓先生於二零零
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辭任產生之臨時空缺）組成。審核委員會已採納與守則
一致之職權範圍。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審核委員會曾會晤，以審閱截
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資料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審核委員會曾透
過電話會議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溝通，商討二零零八年年度審核之審核計
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討論並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綜合財務報表。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年報的刊發

本 集 團 二 零 零 八 年 年 報 全 文 將 於 適 當 時 候 送 交 本 公 司 股 東， 並 在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網 頁 (http://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頁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pphl)上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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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成員︰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黃進益博士（董事長） 丘杉和先生
黃種嘉先生（董事總經理） Sudjono Halim先生
廖運光先生（總裁） 
余建得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馬汝基烏斯曼先生
 黃國松先生
 謝章發先生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黃進益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