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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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ABIXIAOXIN SNACKS GROUP LIMITED
蠟 筆 小 新 休 閒 食 品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62)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百分比

主要收益表項目
銷售 831.7 689.9 20.6
毛利 341.4 279.7 22.1
EBITDA1 232.0 187.7 23.6
期間溢利 160.8 128.9 24.7

主要表現指標
毛利率 41.1% 40.5% 0.6%
EBITDA比率 27.9% 27.2% 0.7%
純利率 19.3% 18.7% 0.6%
權益回報2 10.4% 16.3% -5.9%
每股盈利
— 基本 人民幣0.14元 人民幣0.15元 -6.7%
— 攤薄 人民幣0.14元 人民幣0.15元 -6.7%

附註：

1. EBITDA指扣除利息、所得稅、折舊、攤銷及以股份為基礎的非現金付款前的盈利。
2. 權益回報乃採用期間溢利除以期間每月權益結餘的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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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蠟筆小新休閒食品集團有限公司（前稱中國休閒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2年5月
31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正式通過的特別決議案以及百慕達公司註冊處於2012年6月5日發出
的 批 准，本 公 司 名 稱 已 由「China Lifestyle Food and Beverages Group Limited」更 改 為
「Labixiaoxin Snacks Group Limited」，而「蠟筆小新休閒食品集團有限公司」已獲採納為本公司
第二名稱，自2012年6月1日起生效。

本公司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未經
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去年同期的比較數據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 3 831,729 689,920
銷售成本 (490,281) (410,173)

毛利 341,448 279,747
其他收入 4 3,242 868
銷售及分銷開支 (111,288) (87,373)
行政開支 (32,098) (28,890)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5 2,734 (124)

經營溢利 6 204,038 164,228
融資成本 7 (4,415) (4,058)

除所得稅前溢利 199,623 160,170
所得稅開支 8 (38,861) (31,272)

期間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160,762 128,89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9
— 基本 0.14 0.15

— 攤薄 0.14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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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2年 

6月30日
2011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152,581 154,239
物業、廠房及設備 963,485 778,378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25,174 67,43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 —
遞延所得稅資產 3,606 3,728

1,144,846 1,003,783

流動資產
存貨 49,678 80,134
貿易應收款項 11 190,417 243,33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931 18,102
已質押銀行存款 8,244 18,01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4,832 521,949

692,102 881,525

總資產 1,836,948 1,885,308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3,984 403,984
股份溢價 550,787 550,787
其他儲備 (419) (1,739)
保留盈利 584,745 480,263

總權益 1,539,097 1,433,295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863 9,24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84,652 273,830
借款 13 87,000 157,000
即期所得稅負債 12,336 11,938

283,988 442,768

總負債 297,851 452,013

總權益及負債 1,836,948 1,885,308

流動資產淨額 408,114 438,7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52,960 1,44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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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蠟筆小新休閒食品集團有限公司（前稱中國休閒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04年5月
4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及以百慕達為註冊地。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Alliance Food 
and Beverag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註冊成立於英屬維爾京群島。本公司註冊辦事
處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飲
料及食品。

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除另有說明外，此等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人民幣呈列。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

2. 編制基準

本公司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編制。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該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

編制中期財務資料需要管理層作出對會計政策運用、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的列報額有
影響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異於該等估計。編制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
料時，由管理層對本集團在會計政策的應用及主要不明確數據的估計所作出的重要判斷與
於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作出者相同。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制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2011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a)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下列新訂準則及對準則的修訂於201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強制生效。採納此
等新訂準則及對準則的修訂並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首次採納者刪除固
定日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金融資產轉讓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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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對準則的修訂及詮釋

下列新訂準則、對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已經頒佈，並對本集團於201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
的會計期間強制生效，而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呈列1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僱員福利1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 獨立財務報表1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1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 — 抵銷金融資
產及金融負債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 抵銷金融資
產及金融負債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營安排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的剝離成本1

1 於201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對本集團生效
2 於2014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對本集團生效
3 於2015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對本集團生效

本集團目前正在評估採納上述新訂準則、對準則的修訂及詮釋的影響，且預期不會對
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果凍產品、糖果及其他休閒食品。

主要營運決策者已確定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本集團內部報告，以評
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按此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者按產品考慮業務，並評估下列經營分部的表現：

i. 果凍產品

ii. 糖果

iii. 其他休閒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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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運決策者按分部業績計量評估經營分部表現。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的各經營分部業
績並不包括融資成本、企業收入及開支。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的其他資料乃按與財務資
料一致的方式計量。

已報告予主要營運決策者的來自外方收益乃按與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一致的方式計量。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概無個別客戶佔本集團外部收益10%或以上（2011年：無）。2012
年及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絕大部份資產、負債及資本開支均位於中國或於中國動用。

未經審核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果凍產品 糖果
其他 

休閒食品
可報告 

分部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697,795 54,271 79,663 831,729
銷售成本 (401,799) (34,037) (54,445) (490,281)

毛利 295,996 20,234 25,218 341,448

可報告分部業績 199,775 14,040 16,345 230,160

可報告分部業績與期間溢利的對賬如下：

可報告分部業績 230,160
企業收入 5,990
企業開支 (32,112)

經營溢利 204,038
融資成本 (4,41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99,623
所得稅開支 (38,861)

期間溢利 160,762

土地使用權攤銷 1,658 — — 1,65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6,824 — 901 2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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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

果凍產品 糖果
其他 

休閒食品
可報告 

分部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578,003 63,202 48,715 689,920
銷售成本 (338,891) (37,306) (33,976) (410,173)

毛利 239,112 25,896 14,739 279,747

可報告分部業績 163,686 19,097 9,591 192,374

可報告分部業績與期間溢利的對賬如下：

可報告分部業績 192,374
企業收入 1,485
企業開支 (29,631)

經營溢利 164,228
融資成本 (4,058)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0,170
所得稅開支 (31,272)

期間溢利 128,898

土地使用權攤銷 1,502 — — 1,50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582 — 857 22,439

4.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租金收入 486 438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2,756 430

3,242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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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廢料的收益 157 61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4) (48)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591 (693)

2,734 (124)

6.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原材料、成品及消耗品 408,686 369,545
原材料及成品存貨變動 30,457 (3,355)
廣告及推廣開支 65,170 49,329
貨運及運輸開支 29,591 23,86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及與期內 
所授出購股權相關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44,777 38,73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725 22,439
土地使用權攤銷 1,658 1,502
經營租賃租金 287 32

7.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款的利息開支 4,415 4,058

8.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 中國 34,121 28,086
遞延所得稅 4,740 3,186

38,861 3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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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於百慕達、英屬維爾京群島及香港並無任何應課稅收入
（2011年：無）。

中國附屬公司須就其期間內應課稅溢利按所得稅稅率25%（2011年：25%）繳納所得稅。其中
1家附屬公司獲全數豁免自其首個獲利營運年度起計兩年的中國所得稅，並於隨後3年享有
所得稅稅率50%減免。

1家位於中國福建省的附屬公司於2009年10月獲指定為高新技術企業，故已自2010年起享有
15%的優惠所得稅稅率，並須每3年進行檢討及重續。優惠所得稅稅率將於本年度下半年進
行檢討。倘本集團未能重續優惠所得稅稅率，該附屬公司須就其應課稅溢利按所得稅稅率
25%繳納所得稅。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人民幣千元） 160,762 128,898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125,600 867,381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14 0.15

每股基本盈利乃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
算。

於2011年12月9日有關資本化發行而發行的353,063,478股普通股被視為於財務資料呈列
的最早期間開始時已發行。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就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的潛在攤薄普通股作出調整後，按期內本公
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
月，就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的潛在普通股均具反攤薄效應。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
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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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於2012年3月29日舉行的會議上建議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分派每股人民幣0.05元
的末期股息，有關金額為人民幣56,280,000元（相當於67,536,000港元），已於2012年6月支付，
並反映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保留盈利分配。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11.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的銷售一般有介乎30至90日信貸期。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
下：

未經審核 
2012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30日 114,916 164,619
31日至90日 75,001 72,771
超過90日 500 5,940

190,417 243,330

就既無逾期亦無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而言，董事認為由於該等客戶並無近期違約記錄，故
毋須作出減值撥備。

於2012年6月30日，為數人民幣500,000元的貿易應收款項為已逾期但未減值（2011年12月31
日：人民幣5,940,000元）。該等款項與多名近期並無違約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並已於2012年
7月全數清還。本集團並無就該等應收款項持有任何抵押品作為擔保。該等應收款項的賬齡
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2012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逾期少於3個月但未減值 500 5,940

於期內，概無貿易應收款項已經減值。於2012年6月30日及2011年12月31日，概無貿易應收款
項被視作已經減值。

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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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2012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97,393 131,911
應付票據 29,698 51,475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27,091 183,386
累計銷售回扣 23,055 23,039
其他累計開支 20,345 20,937
應付董事袍金及酬金 6,755 5,915
股份發行成本應付款項 — 17,914
雜項應付款項 7,406 22,639

184,652 273,830

供應商授出的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60日。於2012年6月30日及2011年12月31日的貿易應付款項
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2012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30日 54,250 105,459
31日至90日 41,996 26,452
超過90日 1,147 —

97,393 131,911

本集團的應付票據人民幣29,698,000元（2011年12月31日：人民幣51,475,000元），由已質押銀
行存款人民幣8,244,000元（2011年12月31日：人民幣18,010,000元）抵押。

應付票據的平均到期期限為6個月之內。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3. 借款

未經審核 
2012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銀行借款 87,000 157,000

於2012年6月30日及2011年12月31日的短期銀行借款乃由本集團附屬公司擔保。

於2012年6月30日的短期銀行借款加權平均實際年利率為7.66%（2011年12月31日：7.23%）。

短期銀行借款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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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2012年上半年，中國經營環境的關注點已從通貨膨脹轉向經濟放緩。對通貨膨脹威脅的報導幾
乎從媒體絕跡，取而代之的是經濟放緩壓力的評論。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初步估計，2012年上
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及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比去年同期增長約7.8%及14.4%，升幅分別較去年同
期低1.8及2.4個百分點。中國政府已加大力度鞏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達致此目標，進一步擴
大內需變得更加重要。事實上，國內消費依然充滿動力，城鎮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上升約
13.3%，升幅較去年同期高2.1個百分點，而2012年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亦只上升約3.3%，
升幅較去年同期低2.1個百分點。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及穩定的消費物價對於促進消費至為重要。
鑒於人們的日常消費更趨謹慎及講究，具有品牌、高質且方便選購的產品在消費市場上更具競
爭優勢。本集團過往至今一直投資建立品牌及分銷渠道，並高度重視產品質量，在目前受壓的
經營環境下能起關鍵作用。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今年上半年互聯網曾流傳一些關於中國果凍產
品的不實謠言以及媒體對果凍產品的偏頗報導，對本集團的銷售額造成短期衝擊。儘管如此，
本集團2012年上半年銷售總額仍比去年同期上升20.6%。與去年同期相比，毛利率、EBITDA比
率及純利率均有改善，純利按年上升24.7%。2012年上半年，經營現金流亦上升30.3%至人民幣2
億160萬元。

銷售額

2012年上半年的銷售額上升20.6%至人民幣8億3,170萬元，當中果凍產品及其他休閒食品的銷售
額增長抵消糖果銷售額下降的影響。本集團持續提升「蠟筆小新」產品的市場份額，開拓新市場
及新銷售渠道。截至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有合共240名分銷商及配送商，相比1年前則只有
為190名。本集團於所有省份的銷售額均錄得理想增長，尤其華西地區更實現最強勁的增長，比
2011年同期上升37.9%。位於四川省的新生產設施為該等增長奠定了基礎。華東及華中地區的銷
售額於2012年上半年保持強勁，與去年同期比較分別上升24.3%及18.9%。至於華北地區，本集
團於2012年5月聘請了兩名新配送商以負責該區的配送零售客戶，配送商銷售總額佔2012年上半
年本地銷售總額15.9%，相比1年前則為15.3%。本集團於華南地區銷售額亦增長良好，上升9.9%。

果凍產品

果凍產品銷售額由201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5億7,800萬元上升至2012年上半年的人民幣6億9,780萬
元，上升20.7%，其中源自果凍食品及果凍飲料的銷售額分別上升至人民幣4億2,610萬元及人民
幣2億7,170萬元，分別上升14.3%及32.4%。該等增長主要由產品銷量增長驅動。2012年上半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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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無糖果凍、果凍批及芒果布甸都有良好勢頭，而異度果吧及小包裝的果凍飲料於2012年上
半年則持續表現良好。

糖果

2012年上半年糖果銷售額下降至5,430萬元，下跌14.1%。銷售額下降主要是由於2012農曆新年較
往年早，致使節慶部份需求推前至2011年年底出現。

其他休閒食品

2012年上半年其他休閒食品銷售額增長顯著，上升至人民幣7,970萬元，上升63.5%。去年推出的
新休閒食品產品銷售額全部增長良好，而幽沫奶茶則比2011年同期增長34.5%。

銷售成本

2012年上半年銷售成本上升至人民幣4億9,030萬元，上升19.5%。由於大部份原材料及包裝材料
的成本均相對穩定，其中部份原材料例如食糖及若干添加劑的成本已從高位回落，故銷售成本
的升幅較銷售額的升幅低。

毛利

2012年上半年毛利上升至人民幣3億4,140萬元，上升22.1%，而毛利率則由2011年上半年的40.5%
上升至2012年上半年的41.1%，上升0.6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2012年上半年原材料價格下跌。產
品結構方面，由於加入更多高端及高利潤率的產品如無糖果凍及芒果布甸等，亦使果凍產品的
利潤率從2011年上半年的41.4%提升至2012年上半年的42.4%。然而，糖果的毛利率由2011年上半
年的41.0%下降至2012年上半年的37.3%，下跌3.7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產品結構的變動。

其他收入

本集團2012年上半年其他收入上升至人民幣320萬元，上升273.5%。該等升幅主要是銀行存款利
息收入增加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2012年上半年銷售及分銷開支上升至人民幣1億1,130萬元，上升27.3%，主要是廣告及推廣開支、
貨運及運輸開支以及銷售部門營運開支增加所致。

2012年上半年，本集團按計劃增加廣告及推廣開支以進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有關費用由2011
年上半年人民幣4,930萬元上升至2012年上半年人民幣6,520萬元，上升32.3%，佔2012年上半年銷
售額7.8%，而於去年同期則佔銷售額7.1%。貨運及運輸開支以及銷售部門營運開支與銷售額的
增長大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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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隨著本集團擴大營運規模，2012年上半年行政開支上升至人民幣3,210萬元，上升11.1%，佔銷售
額比率3.9%，同比下降0.3個百分點，主要由於管理層努力控制成本。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結餘主要包括匯兌收益淨額、出售機器及設備的虧損，以及出售廢料的收益淨額。回顧期內，
本集團產生的收益淨額為人民幣260萬元，主要由於2012年上半年港元兌人民幣升值，因而在向
國內附屬公司注資及派付股息時產生匯兌收益。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上升至2012年上半年的人民幣3,890萬元，上升24.3%，有效稅率為19.5%，與去
年同期相若。

期間溢利

期間溢利上升24.7%，由201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億2,890萬元上升至2012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億
6,080萬元。純利率由2011年上半年的18.7%上升至2012年上半年的19.3%，升幅0.6個百分點。溢
利上升主要由於毛利率上升及規模效益所致，惟部分升幅受廣告及推廣活動開支上升所抵銷。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內，概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財務回顧

財務資源及流動性

本集團主要以現金及銀行結餘、內部產生的現金流及其主要往來銀行提供的銀行融資，支付其
營運及資本開支。

截至2012年6月30日，銀行結餘及存款為人民幣4億4,310萬元，較截至2011年12月31日的銀行結餘
及存款減少人民幣9,690萬元，主要由於資本開支、償還銀行貸款及派付股息扣除了回顧期內經
營業務所得的正現金流。本集團於2012年6月30日的總借款較去年年底減少7,000萬至人民幣8,700
萬元。本集團超過90%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以人民幣計值，而全數借款均以人民幣計值。

於2012年6月30日，貸款比率（即總借款除以總權益）為5.7%（2011年12月31日：11.0%）。本集團維
持足夠的現金及可動用銀行融資，以供其營運資金需要及掌握日後任何潛在的投資商機。本集
團將不時作出審慎財務安排及決定，以應對本地及國際金融環境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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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

2012年上半年自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上升至人民幣2億160萬元，升幅30.3%。扣除已收取的銀
行利息，本集團已動用人民幣1億6,780萬元於投資活動，主要用作擴建生產設施。本集團亦已從
融資活動錄得現金流出人民幣1億2,090萬元，主要為償還銀行借款及支付股息。

資本開支

2012年上半年，本集團動用資本開支人民幣1億7,060萬元，主要用作擴充四川省及天津市廠房的
產能以及建造安徽省的生產設施。位於四川省的新建廠房已於2012年第2季度投產，將本集團果
凍產品的總年產能提升至220,000噸。位於天津市的新建廠房亦可望於2012年年底投產。此外，
本集團將爭取於2013年開始試行安徽省的生產設施。

上述資本開支主要以本公司於2011年12月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銀行融資及經營現金流撥付。

存貨分析

本集團的存貨主要包括果凍產品、糖果及其他休閒食品的成品，以及原材料及包裝材料。2012
年6月30日，季節性影響下，年初起期間結餘減少人民幣3,050萬元。2012年及2011年的上半年存
貨週期分別為20天及26天。

貿易應收款項

貿易應收款項主要指應收分銷商及配送商的結餘。本集團一般以信貸形式出售其產品，並給予
大部分分銷商30天信貸期及給予配送商90天信貸期。季節性影響下，自年初起期間結餘減少人
民幣5,290萬元。2012年及2011年的上半年貿易應收款項週期分別為52天及43天。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主要指應付本集團供應商的結餘，而有關供應商一般給予本集團30至60天的信貸
期。本集團亦以銀行票據結算的方式支付部分供應商，有關票據一般有180天結算期，惟須支付
銀行手續費，並抵押部份存款予銀行。截至2012年及2011年上半年的貿易應付款項週期分別為
74天及95天。貿易應付款項週期縮短主要是由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以銀行票據清付的採
購金額較低。

資產抵押

於2012年6月30日，除人民幣824萬4千元（2011年12月31日：人民幣1,801萬元）的已抵押銀行存款
外，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2011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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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2011年12月31日：無）。

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有約2,685名僱員，而2012年上半年的薪酬開支總額為人民幣4,480萬元
（包括購股權的攤銷成本人民幣130萬元）。僱員薪金會根據僱員表現及年資按年檢討及調整。本
集團僱員福利包括績效花紅、強制性公積金（就香港僱員而言）、社會保障計劃（就中國僱員而
言）及教育補貼，以鼓勵員工的持續專業發展。於2012年3月30日，本集團已向若干主要管理人員
及僱員授出1,500萬份購股權，給機會彼等分享本公司股權，並為達致本集團長遠利益，以此激
勵彼等作出更大貢獻、投入更高忠誠度及達到更高表現水平。有關授予購股權的詳情載於本公
司日期為2012年3月30日的公佈內。

前景

種種經濟數據雖然證明2012年仍將挑戰重重，但本公司欣然看到中國政府積極應對各項經濟問
題，並採取連串政策刺激國內消費。本公司亦注意到可支配收入增加的消費者愈來愈多，而快
速消費品的消費意慾依然令人鼓舞。此外，原材料成本的壓力逐步紓緩，減輕利潤壓力。除非
出現無法預視的情況，否則本集團對其2012年下半年的表現審慎樂觀。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其證券；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21及3.22
條，以及參照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書面職權範圍而成立。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鍾有棠先生（主席）、李志海先生及孫錦程
女士。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及本集團核數師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審核委員會
亦已審閱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本集團中期業績。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於建立嚴格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旨在提升投資者信心及本公司的問責性及透明
度。本公司竭力維持高企業管治標準。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董事會認為，自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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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起至2012年3月31日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
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舊守則」），且並無任何偏離舊守則所規定守則條文的情
況；自2012年4月1日起至2012年6月30日期間，本公司已遵守自2012年4月1日生效、對舊守則所作
修訂所包含的守則條文（「新守則」），惟下述偏離情況除外：

新守則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大會。然而，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李志海先生以及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李鴻江先生及李鋼先生因其他業務承擔而並
無出席本公司於2012年5月31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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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其本身的證券交易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本公司全體董
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及其操守
守則。

代表董事局 
蠟筆小新休閒食品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鄭育龍

香港，2012年8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育龍、鄭育雙及鄭育煥；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李鴻江及李
鋼；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李志海、孫錦程及鍾有棠。

本公告於本公司網站www.lbxxgroup.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可供閱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