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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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未經審核之財務摘要     

       

   2016  2015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收入 

 
1,127,125  1,371,697  -17.8%  

         

         

 經營溢利  26,136  70,011  -62.7%  

         

         

 股東應佔溢利  36,061  54,015  -33.2%  

         

         

 每股盈利 – 基本  4.0 港仙  6.0港仙  -33.3%  

         

         

 每股中期股息  1.0 港仙  2.0港仙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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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管理層討論及分析、前景及其他資料  

 

業績   
 

 

2016年上半年未經審核之綜合股東應佔溢利為36,06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54,015,000港元減少33.2%。每股基本盈利為4.0港仙，較去年同期的6.0港仙減少

33.3%。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派發2016年之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2015

年：每股2.0港仙）。 

 

業務回顧  

 
2016年上半年，主要受馬口鐵業務不理想影響，本集團綜合收入1,127,125,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371,697,000港元減少244,572,000港元，即17.8%；經營溢

利為26,13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70,011,000港元減少43,875,000港元，即

62.7%。 

 

馬口鐵業務方面，受環球經濟復蘇緩慢和中國經濟下行的影響，鋼鐵業整體供

需失衡仍然存在，對馬口鐵產品的銷售構成較大壓力。本集團發揮產品組合營

銷及團隊營銷優勢，加強客戶服務，保持市場份額。2016年上半年馬口鐵產品

的銷量較去年同期上升6,949噸，增加4.2%，但由於售價於期內下降，導致馬口

鐵業務收入由去年同期的1,206,792,000港元，減少304,799,000港元至本期的

901,993,000港元，減少25.3%，錄得分部虧損25,97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分

部溢利26,012,000港元減少51,988,000港元。 

 

鮮活食品業務方面，2016年上半年活禽代理及銷售業務仍然受禽流感影響，只

有少量活家禽輸入香港。活豬業務方面，隨著中國內地活豬供應趨緊，活豬價

格較去年同期大幅上漲，本集團經營團隊成功抓住優質貨源，穩住本集團整體

供港活豬市場佔有率維持於約45%。活畜代理經銷業務佣金收入增加，致鮮活

食品業務分部溢利較去年同期增加22,570,000港元。 

 

物業租賃業務方面，2016年上半年租金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219,000港元，營運

費用減少使分部溢利較去年同期增加467,000港元。本集團所持有的物業價值保

持平穩，本期共錄得投資物業估值收益淨額100,000港元（2015年6月30日：

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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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續 )  
 

聯營公司方面，黃龍食品工業有限公司2016年上半年因政府補助收入而實現淨

利潤1,231,000港元，經營仍然艱難。另一方面，活豬價格於2016年上半年持續

上升，令經營活豬養殖及銷售的兩間聯營公司本期均有所盈利，為本集團貢獻

應佔兩間聯營公司溢利10,925,000港元。 

 

  

 

中山中粵馬口鐵工業有限公司（「中粵馬口鐵」）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而本公司持有附屬公司中粵浦項（秦皇島）馬口鐵工業有限公司（「中粵浦

項」）的66%權益，國際知名鋼鐵企業株式會社POSCO持有餘下的34%權益。

本集團現有年產能共55萬噸馬口鐵和14萬噸基板，其中中粵馬口鐵為35萬噸馬

口鐵和14萬噸基板，而中粵浦項為20萬噸馬口鐵。 

 

馬口鐵業務收入佔本集團收入的80.0%。受鋼鐵業供需失衡的影響，2016年上半

年本集團馬口鐵業務的表現未如理想。2016年上半年，本集團生產馬口鐵

162,419噸，較去年同期減少4.9%，其中中粵馬口鐵和中粵浦項分別生產98,054

噸和64,365噸。另外，中粵馬口鐵的基板廠生產基板63,822噸，較去年同期減少

1.6%，為馬口鐵生產提供了穩定的原材料（基板）供應。本集團南北兩廠合共

銷售馬口鐵173,595噸，較去年同期增加4.2%，其中中粵馬口鐵和中粵浦項分別

銷售103,496噸和70,099噸，分別較去年同期增加4.2%和4.1%。本期收入為

901,99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5.3%；錄得分部虧損25,976,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的分部溢利26,012,000港元減少51,988,000港元。  

 

面對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本集團透過向供應商爭取更優惠的原材料採購價格

以減輕馬口鐵產品售價下跌對本集團構成的壓力，以及更靈活的支付方式，增

加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同時發揮資金管理優勢，採取更緊貼市場的銷售價格和

有效可控的貨款管理，穩定銷售量及減少產品庫存。本集團繼續落實人力資源

優化專案的各項措施，實現人員精簡、效率提升、優化績效管理體系， 以爭強

競爭力。本集團為推動馬口鐵業務集團化運作，成立集團採購中心，實現集團

化採購，突出營銷中心和採購中心的職能，完善崗職體系，強化兩個中心的運

作模式（包括聯動機制），釐清管理邊界；在中山中粵和中粵浦項構建兩個成

本中心，調整和梳理其管理職能，強化生產、成本、品質及交付能力等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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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南行有限公司（「廣南行」）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廣南行持有附屬

公司廣南生豬貿易有限公司的51%權益，聯營公司湖北金旭農業發展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金旭」）的15.45%權益和廣東省紫金縣寶金畜牧有限公司（「廣

東寶金」）34%的權益。 

 

2016年上半年，鮮活食品業務的收入為214,73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39.2%。連同應佔兩間聯營公司湖北金旭和廣東寶金的溢利10,925,000港元

（2015年6月30日：應佔虧損5,331,000港元），共實現分部溢利61,859,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2,570,000港元，即57.4%。本期活禽代理及銷售業務仍然

受禽流感影響，只有少量活家禽輸入香港。由於活豬價格於上半年持續上升，

經營活豬養殖及銷售的兩間聯營公司本期均有所盈利。本集團透過不斷完善業

務流程，積極加強與政府機關、供應商、業界和客戶的溝通，提升服務水準。

本集團亦積極維持市場供應，整體供港活豬市場佔有率約為45%，為本集團提

供較穩定的盈利貢獻。 

 

  

 

本集團之租賃物業包括中粵馬口鐵的工業廠房和員工宿舍及香港的寫字樓物

業。 

 

2016年上半年，本集團之物業租賃業務收入10,40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2.1%。物業租賃業務實現分部溢利7,72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6.4%。此

外，本集團所持有的物業價值保持平穩，本期本集團共錄得投資物業估值收益

淨額100,000港元（2015年6月30日：500,000港元）。 

 

 

 

本集團持有聯營公司黃龍食品工業有限公司（「黃龍」）40%的權益。 

 

2016年上半年，黃龍的主要產品玉米澱粉銷量163,645噸，較去年同期減少

11.8%；收入620,03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5.6%。產品售價和銷量於期內

下跌，加上原材料採購成本高居不下，導致營業虧損68,845,000港元，但主要通

過政府補助收入實現淨利潤1,231,000港元。2016年7月開始，吉林省政府對玉米

加工企業不再給予加工補貼，但在中國政府去庫存的政策影響下，預料玉米成

本每噸將會下降人民幣100元至人民幣200元。預計下半年黃龍經營情況較為平

穩，產品價格有望回升。 

 

 

 



 - 5 - 廣南(集團)有限公司 

2016年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狀況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總資產為2,925,305,000港元，而總負債為435,144,000

港元，分別較2015年年底減少215,224,000港元和203,869,000港元。流動資產淨

值由2015年底的1,034,574,000港元增加至1,079,500,000港元，而流動比率（流動

資產除以流動負債）亦由2015年年底的2.7增加至3.7。 

 

  

 

本集團於2016年1月全額償還無抵押的銀行借款合共271,300,000港元，致本集團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於2016年6月30日結餘為746,697,000港元，較2015年年底減少

22.2%，其中45.7%為人民幣，34.1%為美元，其餘為港元。利息收入由去年同

期的21,521,000港元減少至本期的6,489,000港元。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尚欠一間關連公司等值71,760,000港元（2015年12月

31日：71,760,000港元）的美元借款，此借款須於1年內償還，利息以浮動利率

計算，年利率為3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1.4%（2015年12月31日：3個月倫敦

銀行同業拆息加1.4%）。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即按本集團借款淨額（即借款減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除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占權益總額計算）為-29.1%（2015年12

月31日：-26.5%）。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用作流動資金及業務融資的可動用銀行信貸總額為

314,906,000港元，其中已使用的銀行信貸額為128,265,000港元，尚未動用的銀

行信貸額為186,641,000港元。本集團現時的現金儲備及可動用銀行信貸額，加

上經營業務產生穩定的現金流，足以滿足其履行債務責任及業務經營所需。 

 

 
 

本集團2016年上半年的資本開支為3,246,000港元（2015年6月30日：34,792,000

港元）。於2016年6月30日，未在財務報表內作出撥備的資本承擔為3,529,000港

元（2015年12月31日：8,899,000港元）。預計2016年全年的資本開支約為

12,000,000港元。 

 

 
 

於2016年上半年，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的收購和出售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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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於廣東寶金的權益已抵押予廣東寶金的主要股東，作

為其借予廣東寶金之借款及相關利息共9,383,000港元（2015年12月31日：

11,711,000港元）的抵押品。此外，13,082,000港元的銀行存款已抵押予銀行作

為銀行信貸額的保證金。同時，本集團需要在指定銀行賬戶存放1,893,000港

元，作為支付潛在拖欠應付工程費。除此以外，本集團沒有抵押其他資產。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的或然負債。 

 

  

 

本集團的業務主要在中國內地和香港。本集團承受之外匯風險，主要來自以功

能貨幣以外之貨幣計值向海外供應商採購及銷售予海外客戶之相關業務。產生

此風險之貨幣主要為美元兌人民幣。就以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計值之相關業務

的業務應收及應付款項而言，本集團於需要解決短期不平衡狀況時會按現貨價

買賣外幣，確保維持其淨風險于可接受水準。 

 

鑒於市場對人民幣兌美元中短期的貶值預期，為合理降低人民幣滙率波動對本

集團的財務影響，從2015年下半年起，本集團已經加強對外滙市場的研究與跟

蹤，在平衡利息收入和外滙風險的前提下，適度增加外幣資產和減少外幣負

債，逐步收窄外滙風險敞口。本集團認為現時所面對的外匯風險並不重大，因

此並沒有進行任何利率對沖。管理層密切監察外匯市場變動情況，有需要時，

會採取合適措施，對沖風險。 

 

本集團利率風險主要來自計息借款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按可變利率及固定利

率計息之借款和貸款使本集團分別承受現金流利率風險及公允價值利率風險。

本集團認為現時所面對的利率風險並不重大，因此並沒有進行任何利率對沖。

管理層密切監察市場利率變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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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全職僱員人數共1,090名，比2015年底的1,155人減少

65名。其中176名在香港及914名在內地。員工薪酬依據崗位責任大小、工作負

荷輕重、勞動技能高低、勞動強度強弱、勞動環境優劣及個人業績表現，按行

業的一般市場慣例厘定。2016年，本集團對各附屬公司繼續實行定員、定編和

工資總額控制管理，對管理層繼續實行獎金激勵機制，通過對各附屬公司經營

業績的考核，以經營淨現金流入及稅後利潤為依據，按不同利潤檔次的比例計

提獎金，按個人業績考核獎勵發放給管理層和業務骨幹，有效地調動了員工的

工作積極性。 

 

前景  

 
目前，歐美經濟復蘇緩慢，內地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資本及貨幣市場大幅波

動，對經營環境構成較大的挑戰，對本集團的盈利將帶來較大衝擊。馬口鐵業

務方面，本集團將利用近年新投產的馬口鐵生產線和塗印生產線，主動轉型升

級，提升生產品質，豐富產品種類，提高附加值，爭取客戶認同，擴大客源基

礎及增加產銷量。鮮活食品業務方面，在進一步加強優質服務的基礎上，鞏固

和發展業務經營鏈條。通過完善供應鏈管理，開拓及穩定活豬供應管道，確保

市場供應及努力增加收入。憑著我們穩健的財務狀況和充裕的資金，我們將繼

續努力尋找並把握各種發展和策略性合作的機遇，提升本集團經營業績。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  

 
董事會公佈本集團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本集

團中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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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幣列示)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 1,127,125  1,371,697 

銷售成本  (1,036,633)  (1,231,769) 

毛利  90,492  139,928 

其他收入 4 13,056  23,723 

其他收益淨額 5 1,798  6,457 

分銷成本  (31,629)  (37,599) 

行政費用  (46,521)  (53,392) 

其他經營費用  (1,060)  (9,106) 

經營溢利  26,136  70,011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淨額 10(b) 100  500 

融資成本 6(a) (930)  (5,16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1,417  (1,566) 

除稅前溢利   6 36,723  63,776 

所得稅 7 (2,555)  (8,450) 

     
本期溢利  34,168  55,326 

     

歸屬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6,061  54,015 

非控股權益  (1,893)  1,311 

     
本期溢利  34,168  55,326 

     

中期股息 8(a) 9,076  18,152 

     

每股盈利     

     
基本 9(a) 4.0仙  6.0仙 

攤薄 9(b) 4.0仙  6.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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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幣列示)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本期溢利  34,168  55,326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兌換財務報表所產生的滙兌差額：     

– 海外附屬公司  (31,778)  603 

– 海外聯營公司  (5,473)  119 

– 一間海外附屬公司相關的稅項收益  804  - 

除稅後淨額  (36,447)  722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2,279)  56,048 

     

歸屬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157  54,682 

非控股權益  (4,436)  1,366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2,279)  5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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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6月30日  

(以港幣列示)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0 388,769  392,061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679,083  740,504 

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107,085  111,029 

       1,174,937  1,243,594 

佔聯營公司權益  261,541  255,596 

訂金及預付款  5,617  4,732 

遞延税項資產  914  1,699 

  1,443,009  1,505,621 

     
流動資產     

存貨 11 280,135  229,109 

業務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 12 436,456  441,832 

可收回本期稅項  4,033  4,114 

受限制及已抵押存款  14,975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 746,697  959,853 

  1,482,296  1,634,908  

     
流動負債     

業務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303,786  236,295 

銀行借款 15(a) -  271,300 

關連公司借款 15(b) 71,760  71,760 

應付本期稅項  27,250  20,979 

  402,796  600,334 

 
 

 
 

       
流動資產淨值  1,079,500  1,034,57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22,509  2,540,19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2,348  38,679 

 
 

 
 

      資產淨值  2,490,161  2,501,51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59,651  459,651 

儲備  1,863,682  1,870,60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2,323,333  2,330,252 

非控股權益  166,828  171,264 

權益總額  2,490,161  2,501,516 



 - 11 - 廣南(集團)有限公司 

2016年中期業績公告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以港幣列示)  
 

 

1. 編製基準  

 

載列於此公告之中期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
惟乃摘錄自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適用的披露規定，

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的規

定編製而成。  

 

中期財務報告的編製採用了與2015年年度財務報表相同的會計政策，惟預期將於

2016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更除外。會計政策任何變更的詳情載列於附

註2。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的中期財務報告，管理層需要對會計政策的應用

及按目前情況為基準計算的資產及負債、收入與支出的已報告金額作出判斷、估計

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異於該等估計。  

 

就本公告所載以往已呈報作為比較資料的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

料，該等資料雖源自有關的財務報表，但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度的法定綜合財

務報表。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要求披露與該等法定財務報表有

關的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所要求向公司註冊處遞交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對該財務報表出具報告。該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沒有提

述該核數師在不就該報告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促請注意的任何事

宜；及並沒有包含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條、第407(2)或 (3)條作出的陳

述。 

 

 

2.  會計政策的變更  

 

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了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於本集團的本會計期間首次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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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更  (續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2012至2014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報:  披露計劃 

 

此等發展並無對本集團已編製或發表的當期或以前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沒有採用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3.  收入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產品及服務來劃分分部及進行管理。本集團按向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呈報資料

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時所採用一致的準則，確定了下列 3個滙報分部。在劃分下列

滙報分部時，本集團並無將任何經營分部合併計算。 

 

─ 馬口鐵 ： 此分部生產及銷售馬口鐵及相關產品，主要被食品加工生產 

    商用作包裝物料。 

─ 鮮活食品 ： 此分部代理和經銷及買賣鮮活食品。 

─ 物業租賃 ： 此分部出租辦公室及工業物業以產生租金收入。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期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提供用來作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有關本集團須

滙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 6月 30日      馬口鐵   鮮活食品   物業租賃   合計  

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須滙報 

    分部收入 901,993  1,206,792  214,731  154,285  10,401  10,620  1,127,125  1,371,697 

                
須滙報 

分部(虧

損)/溢利 (25,976)  26,012  61,859  39,289  7,726  7,259  43,609  72,560 

                
於 6月 30日/ 

12月 31日 
 

               

須滙報 

分部資產      

(包括佔聯

營公司權

益) 2,023,682  

 

2,282,393  317,656  271,593  389,462  

 

392,623  2,730,800  

 

2,946,609 

                

須滙報 

    分部負債 363,822  

 

575,095  22,900  15,194   42,489  

 

42,949  429,211  

 

63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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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  (續 ) 

 

(b) 須滙報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之調節表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溢利     

來自本集團外部客戶及聯營公司的     

須滙報分部溢利  43,609  72,560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收入及支出  (6,548)  (7,880)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淨額  100  500 

融資成本  (930)  (5,169) 

不歸屬於任何分部之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492  3,765 

綜合除稅前溢利  36,723  63,776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資產     

須滙報分部資產  2,730,800  2,946,609 

不歸屬於任何分部之佔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185,906  189,200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資產  8,599  4,720 

綜合總資產  2,925,305  3,140,529 

 

     

負債     

須滙報分部負債  429,211  633,238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  5,933  5,775 

綜合總負債  435,144  639,013 

 

 

4.  其他收入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利息收入  6,489  21,521 

 已收補貼   4,530  875 

 其他  2,037  1,327 

  13,056  2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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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已變現及未變現滙兌收益淨額  1,693  1,857 

遠期外滙合同收益淨額  -  3,288 

其他  105  1,312 

  1,798  6,457 

 

 

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計入）：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借款利息  220  4,465 

一間關連公司借款利息  710  704 

  
930  5,169 

     
 

(b) 員工成本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淨額  6,656  6,438 

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開支  -  (71)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69,051  76,486 

  
75,707  82,853 

     
(c) 其他項目     

     

土地租賃費攤銷  1,777  1,977 

折舊  50,790  50,584 

經營租賃費用  3,966  3,989 

投資物業應收租金減直接費用 302,000元     

    （2015年 6月 30日：564,000元）  (10,099)  (1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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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損益表內的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所列的稅項為：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  香港     

本期計提  6,081  5,481 

以往年度之準備多提  -  (1,268) 

  
6,081  4,213 

     

本期稅項  —  中國     

本期計提  575  7,470 

以往年度之準備多提  -  (238) 

  
575  7,232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產生及轉回  (4,101)  (2,995) 

          

 (i) 2,555  8,450 

     
附註：   

 

( i)  2016年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於截至 2016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採用估計年度有

效稅率 16.5% (2015 年：16.5%)計算。在中國成立及經營的附屬公司的所得

稅，是以適用於該等公司所在的中國相關省份或經濟特區的估計年度有效稅

率 25%計算。  

 

( i i) 中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向於香港成立的投資者所宣派的股息須按適用稅率

繳納扣繳稅。  

 

根據國家稅務機關刊發的財稅  (2008)1 號，中國公司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止未分派的溢利將於未來派發時豁免繳付扣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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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a) 歸屬於中期期間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於中期期間後宣佈派發及應付/已支付     

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仙     

(2015年 6月 30日：2.0仙)  9,076  18,152 

 

  於報告期末後宣佈派發之中期股息並未於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b) 於中期期間批准及支付歸屬於前一財政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於隨後中期期間批准及支付有關前一財政年度     

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仙     

(2015年 6月 30日：2.5仙)  9,076  22,690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照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

人應佔溢利36,061,000元 (2015年6月30日：54,015,000元 )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907,593,000股 (2015年6月30日：907,340,000股 )計算，其股數計

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股  千股 

   

 
  

於 1月 1日已發行之普通股  907, 593  907,293 

行使購股權的影響  -  47 

於 6月 30日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907, 593  907,340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截至2016年及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內，並無任何具潛在攤薄效應之股

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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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a) 購置及轉置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本集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總成本為

3,246,000元(2015年6月30日：34,792,000元)。此外，當在建工程完成後，本集

團將其轉入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其賬面價值為 910,000元 (2015年  

6月30日：24,152,000元)。  

 

 (b) 投資物業 

 

以公允價值列示的投資物業之估價，於2016年6月30日由獨立測量師行，仲

量聯行企業評估及諮詢有限公司及威格斯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使用與其於

2015年12月的估值中相同的估值方法重估。根據重估結果，100,000元 (2015

年6月30日：500,000元)的收益淨額已於本期的損益內確認。  

 

 

11. 存貨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原材料、零備件及消耗品  173,917  103,732 

在產品  27,351  13,254 

製成品  78,867  112,123 

 
 

280,135  229,109 

 

 

12. 業務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  

 

於報告期末，包括在業務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中的業務應收款項、應

收票據及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業務款項 (扣減呆賬準備後之淨額 )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1個月以內  341,171  358,444 

1至 3個月  575  14,792 

超過 3個月  1,606  77 

 
 

343,352  37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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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業務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 (續 ) 

 

與馬口鐵業務有關的業務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本集團通常向馬口鐵業務客戶收

取訂金、預付款及票據或信用證，並對所有超過若干信貸金額的客戶進行信貸評

估。業務應收款項通常從賬單日期起1個月內到期，而從客戶收取由銀行簽發的應

收票據到期日通常為3至6個月。食品貿易業務的信貸期通常介乎1至2個月。鮮活

食品經銷業務的信貸期通常少於1個月，本集團會要求某些客戶提供現金按金或由

其他方提供的財務擔保。本集團的物業租賃業務則要求租客預付1個月租金及提供

租金按金。一般而言，本集團債務人結餘逾期超過1個月須全數償付未償還結餘

後，方會獲授任何進一步的信貸。  

 

 

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銀行定期存款  -  6,727 

銀行存款及現金  746,697  953,126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46,697  959,853 

 

 

14. 業務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包括在業務及其他應付款項中的業務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及應付一

間關連公司和聯營公司業務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1個月內或接獲通知時到期  132,112  88,966 

1個月後但 3個月內到期  47,174  25,846 

3個月後但 6個月內到期  2,925  - 

  
182,211  11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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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借款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a)       銀行借款     

─ 無抵押 (附註)  -  271,300 

 

 銀行借款須償還如下：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1年內或接獲通知時到期  -  271,300 

 

 

附註：於2015年12月31日，無抵押銀行借款由本公司作擔保。根據該無抵

押銀行借款的融資協議，倘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粤海控股集團有限

公司不再 (i)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50%或以上的具投票權股本或 (i i)

對本公司擁有實際之管理控制權，則貸款人可要求，即時償還尚未償

還借款及所有應計利息。  

 

 此外，該借款受制於某些借款條款。此等條款為本集團的財務狀況表

及損益表比率有關的條款，為財務機構常用的貸款安排。如本集團違

反有關條款，有關借款將會於接獲銀行通知時到期。本集團定期地監

察有否遵守此等條款。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違反任何與銀

行借款有關的條款。  

 

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內，無抵押銀行借款已全數償還。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b) 關連公司借款  71,760  71,760  

 

此等借款是由本集團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向其少數股東的一間關連公司提取

的。此等借款為無抵押，年利率為3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 1.4%(2015年  

12月31日：3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1.4%)，並須於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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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文所述外，本公司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

條文及（如適用）建議最佳常規 :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必須各自獨立，且不得由同一人士出任

(本公司視「行政總裁」一詞之涵義等同於本公司總經理 )。  

 

譚云標先生兼任本公司主席及總經理，負責董事會的有效運作及制訂業務策略。彼

亦負責本公司實際業務的掌舵工作，及將董事會釐定的政策付諸實行。面對不斷轉

變之經營環境，董事會相信此安排有助本公司及時作出決策並予以實行，從而有效

地實現本公司之目標。  

 
董事會將不時檢討目前情況，並於董事會認為適當時作出所需安排。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於聯交所上市的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佈派發2016年之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 (2015年：每股2.0港仙 )。中期

股息將於2016年10月25日 (星期二 )派發予2016年10月6日 (星期四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2016年10月5日 (星期三 )及2016年10月6日 (星期四 )的期間內，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欲獲派發中期股息之股東，必須於2016年10月4日 (星期二 )下午

4時30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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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及中

期報告。此外，本公司之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亦已審閱上述未經審核中期財

務報告。  

 

 

 

 

 

 

 

香港，2016年8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位執行董事（譚云標先生及劉建民先生）；一位非執行董

事（梁劍琴小姐）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Gerard Joseph McMahon先生、譚惠珠小姐及     

李嘉強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譚云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