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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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告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財務摘要     

       

   2016 年   2015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收入 

 
2,246,114  2,478,661  -9.4%  

         

         

 經營溢利  84,302  87,203  -3.3%  

         

         

 股東應佔溢利  108,484  66,285  63.7%  

         

         

 每股盈利 – 基本  12.0 港仙  7.3 港仙  64.4%  

         

         

 每股股息        

 中期  1.0 港仙  2.0 港仙    

 建議末期  3.0 港仙  1.0 港仙    

   
4.0 港仙  3.0 港仙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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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向各股東呈報，廣南（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 2016年綜合股東應佔溢利為 108,484,000港元，較 2015年的

66,285,000港元增加63.7%。每股基本盈利12.0港仙，較2015年的7.3港仙增加

64.4%。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派發 2016年度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上述

2016年度末期股息，如獲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通過，將於2017年6月27

日派發。  

 

業務回顧   
 

2016年，本集團馬口鐵業務的收入有所減少和分部虧損有所增加，而鮮活食品

業務的收入和分部溢利有所增加。綜合收入 2,246,114,000港元，較 2015年的

2,478,661,000 港 元 ， 減 少 9.4% 。 經 營 溢 利 84,302,000 港 元 ， 較 2015 年 的

87,203,000港元，減少3.3%。  

 

過去一年面對全球經濟復蘇依然乏力、國內經濟下行壓力需求不足處於“去產

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調整階段、馬口鐵行業產能過剩競爭

格局深刻調整的經營環境，馬口鐵業務通過落實“保市場、不虧本、控風險”

的各項舉措，實現了產銷量的穩定和恢復性增長，管控滙兌風險工作紮實富有

成效，實現了滙兌虧損大幅減少，保證了經營性現金流的充足和穩健，為企業

轉型升級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鮮活食品業務通過抓住豬價高位運行的有利時機積極組織和合理調配貨源穩定

滿足市場、增加自營業務比例提升運營能力、加強對聯營公司管控等舉措的落

實，取得分部溢利持續兩年增長再創新高的良好業績。  

 

物業租賃業務方面，剔除滙率因素，租金收入及分部溢利與2015年保持穩定，

期內本集團所持有的物業價值仍有輕微升幅，本集團共錄得投資物業估值收益

淨額3,738,000港元（2015年：4,200,000港元）。  

 

聯營公司方面，黃龍食品工業有限公司由於主要產品玉米澱粉銷量上升，但產

品售價下跌，營業收入減少，導致仍然出現營業虧損，主要是通過政府補助收

入實現淨利潤22,626,000港元。另一方面，雖然活豬價格在2016年8月高位回

落，但仍處於一個偏高價格水平，令經營活豬養殖及銷售的兩間聯營公司均產

生可觀的淨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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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新的一年，中國政府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成

本、高價格、低需求、扭虧損、嚴環保”將成為馬口鐵業務新一年的行業特

徵，行業競爭態勢的嚴峻性、複雜性、長期性仍然存在，其中高成本無疑會對

經營造成極大的壓力，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化盈利管理模式，提升敞口管理的能

力來應對；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大各項開源節流管控措施的落實來應對；需要我

們進一步提升各類風險管控能力（特別是滙兌、應收賬款、庫存等風險因素）

來應對；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化“團隊營銷”的管控模式、提升市場開拓能力實

現“重點市場、重點品種、盈利品種”及提高直銷比例的結構調整來應對。因

此馬口鐵業務今年的工作目標就是：穩市場、調結構、扭虧損、控風險。  

 

鮮活食品業務隨著去年下半年豬價的回落，“豬週期”規律所顯現的市場波動

性和不確定性，將影響新一年代理業務的效益穩定，也會影響聯營公司的盈利

水平，需要我們進一步提升政策代理業務的運營能力、服務能力來應對；需要

我們進一步開拓思路務求食品貿易市場的代理業務取得突破，在增量業務上有

所作為來應對。因此鮮活食品業務今年的工作目標就是：穩效益、強能力、求

突破。  

 

 主席  

譚云標 

 

香港，201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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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馬口鐵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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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浦項制鐵公司佔餘下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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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全球經濟低迷和中國經濟增速回落，馬口鐵需求持續疲軟，與此同時國內

鋼企馬口鐵產能快速釋放，兩大鋼企合併導致競爭格局正發生深刻變化，在原

料和生產成本快速走高等綜合因素作用下，形成了馬口鐵市場“高成本、低增

長、低盈利、嚴環保”的新業態。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和複雜多變的外部環

境，本集團以集團化供應鏈運營為抓手，通過組織轉型、優化管控模式和行銷

模式，積極調整產品結構，提升產品品質，整合服務功能，創新工藝技術，嚴

控風險，降本增效，全面實現了年初各項經營預算目標。  

 

2016年，本集團生產馬口鐵產品319,102噸，較2015年增加1.1%，其中中粵馬

口鐵和中粵浦項分別生產185,676噸和133,426噸。另外，中粵馬口鐵的基板廠

生產基板117,213噸，較2015年增加4.8%，為其馬口鐵生產提供了穩定的原材

料（基板）供應。南北兩廠共銷售 332,722 噸馬口鐵產品，較 2015 年增加

5.3%，其中中粵馬口鐵和中粵浦項分別銷售192,140噸和140,582噸。收入為

1,821,204,000港元，較2015年減少13.6%；分部虧損9,475,000港元，較2015

年增加13.2%。馬口鐵業務的收入佔本集團收入的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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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活食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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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活業務乘勢而上，抓住“豬週期”的利好因素，精耕細作持續改

進，把握豬價高位運行的良機，積極應對突發事件，創下了經營歷史新佳績。  

 

本集團鮮活食品業務的主要關鍵績效指標為供港活豬市場佔有率、收入和分部

溢利，本年均表現理想。2016年，本集團整體供港活豬市場佔有率約為46%，

較 2015年稍有增加。鮮活食品業務收入為 404,391,000港元，較 2015年增加

15.8% 。 連 同 應 佔 聯 營 公 司 湖 北 金 旭 和 廣 東 寶 金 的 溢 利 21,495,000 港 元   

（2015年：應佔虧損減溢利282,000港元），共實現分部溢利 118,663,000港

元，較2015年的96,520,000港元增加22,143,000港元，即22.9%。  

 

物業租賃業務   

 
本集團之租賃物業包括中粵馬口鐵的工業廠房、員工宿舍及香港的寫字樓物

業。  

 

2016年，本集團之物業租賃業務的物業出租率為92.1%，較2015年稍為減少。

收入為 20,519,000港元，較 2015年減少 4.4%。物業租賃業務實現分部溢利

14,823,000港元，較2015年減少0.7%。此外，期內中粵馬口鐵的工業廠房和

員工宿舍及香港的寫字樓物業估值仍有輕微升幅，本集團共錄得投資物業估值

收益淨額3,738,000港元（2015年：4,200,000港元）。  

 

黃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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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龍的主要產品玉米澱粉錄得銷量363,707噸，較2015年增加9.0%；

但產品售價下跌，收入1,384,286,000港元，較2015年減少16.0%，仍然出現營

業虧損，主要是通過政府補助收入，扭轉去年43,387,000港元的虧損，實現淨

利潤 22,626,000 港元，按本公司持有黃龍的 40% 權益，本集團應佔利潤為

9,050,000港元（2015年：應佔虧損17,35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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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本 集 團 總 資 產 為 2,854,348,000 港 元 ， 而 總 負 債 為

383,558,000港元，分別較2015年年底減少286,181,000港元及255,455,000港

元。流動資產淨值由2015年年底的1,034,574,000港元增加至1,140,721,000港

元，而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由2015年年底的2.7增加至4.3。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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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現金及銀行餘額於2016年12月31日結餘為777,612,000港元，較2015年年底

減少19.0%，其中22.9%為人民幣，52.2%為美元，其餘為港元。利息收入則

由2015年的41,050,000港元減少至2016年的10,406,000港元。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尚欠一間關連公司等值42,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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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5年12月31日：    

3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1.4%）。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即按本集團借款淨額（即借款減受

限制存款及現金及銀行餘額）除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計算）為    

-31.9%（2015年：-26.5%）。  

 

於2016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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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143,000港元，其中已使用的銀行信貸額為101,565,000港元，尚未動用

的銀行信貸額為126,57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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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滿足本集團履行其債務責任及業務

經營所需。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本集團2016年的資本開支為5,826,000港元（2015年：133,980,000港元）。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未在財務報表內作出撥備的資本承擔為 3,371,000 港元

（2015年：8,899,000港元），預計2017年全年的資本開支將約為 9,000,000 

港元。  

 

收購和出售投資  

 

於2016年，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的收購和出售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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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 2016年 12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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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金額為 7,555,000 港元

（2015年：11,711,000港元）的抵押品。此外，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

需要在指定銀行賬戶存放1,809,000元（2015年：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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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的或然負債。  

 

外滙及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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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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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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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存款和現金及銀行餘額。按可變利

率及按固定利率計息之借款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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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本集團全職僱員人數共1,091名，較2015年年底減少64

名。其中175名在香港及916名在中國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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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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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管理層、業務骨幹和業績優秀員工，有效地

調動了廣大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綜合財務資料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董事會公佈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綜合業績。本集團業績已經由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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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2016 年    2015 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 2,246,114  2,478,661 

銷售成本  (2,029,143)  (2,231,322)  

毛利  216,971  247,339 

其他收入 4 19,930  50,151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5 5,363  (34,883) 

分銷成本  (61,262)  (66,103)  

行政費用  (95,163)  (98,937)  

其他經營費用  (1,537)  (10,364)  

經營溢利  84,302  87,203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淨額 10(b) 3,738  4,200 

融資成本 6(a) (1,449)  (9,96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30,545  (17,637)  

除稅前溢利   6 117,136  63,804 

所得稅 7 (7,766)  (9,302)  

     
本年溢利  109,370  54,502 

     

歸屬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8,484  66,285 

非控股權益  886  (11,783) 

     
本年溢利  109,370  54,502 

     

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 8(a)    

年內已宣派及已支付之中期股息  9,076  18,152 

報告期末後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  27,228  9,076 

  
36,304  27,228 

     

每股盈利     

     
基本 9(a)  12.0 仙    7.3 仙  

攤薄 9(b)  12.0 仙   7.3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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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2016 年  2015 年 

  千元  千元  

 

本年溢利  109,370  54,502 

     

本年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不可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持作自用的建築物及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 

     租賃土地權益轉為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 

－ 稅前金額 

 

-  2,828 

－ 稅項支出 

 

 -  (707) 

扣除稅項後淨額  -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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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90)  

 

 

(101,412) 

 －海外聯營公司 

 

 (18,367)  (16,795) 

 －與海外附屬公司相關之稅項收益  2,653  2,426 

扣除稅項後淨額  (119,004)  (115,781) 

          
本年其他全面收益  (119,004)  (113,660) 

          
本年全面收益總額  (9,634)  (59,158) 

     

歸屬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136)  (38,774) 

非控股權益  (7,498)  (20,384) 

     
本年全面收益總額  (9,634)  (5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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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12月31日  

(以港幣列示)  
   2016年   2015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0(b) 384,826  392,061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604,058  740,504 

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100,646  111,029 

      10 1,089,530  1,243,594 

佔聯營公司權益  267,774  255,596 

訂金及預付款  5,244  4,732 

遞延稅項資產  232  1,699 

  1,362,780  1,505,621 

     
流動資產     

存貨 11 240,796  229,109 

業務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 12 470,856  441,832 

可收回本期稅項  495  4,114 

受限制存款  1,809  - 

現金及銀行餘額 13 777,612  959,853 

  1,491,568  1,634,908 

     

流動負債     

業務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289,205  236,295 

銀行借款 15(a) -  271,300 

關連公司借款 15(b) 42,900  71,760 

應付本期稅項  18,742  20,979 

  350,847  600,334 

 
 

 
 

      
流動資產淨值  1,140,721  1,034,57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03,501  2,540,19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2,711  38,679 

 
 

 
 

      

資產淨值  2,470,790  2,501,51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59,651  459,651 

儲備  1,850,313  1,870,60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2,309,964  2,330,252 

非控股權益  160,826  171,264 

權益總額  2,470,790  2,5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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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以港幣列示，除另有指示外)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是按照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的所有個別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

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規定編製。此等財務報表同時亦符合適用的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披露規定。  

 

本財務資料的編制與2015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方法的基準是一致

的，惟於2016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更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更的詳情

載列於附註2。  

 

本全年業績公告所載列有關截至2016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雖源自

有關的該等財務報表，但並不構成本公司該等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按照

香港《公司條例》第436條要求披露與該等法定財務報表有關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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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在適當時候遞交截至2016年12月3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對本集團該兩個年度的財務報表出具報告。該等核數師報告並無

保留意見；並沒有提述該核數師在不就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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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作出的陳述。  

 

 

2.  會計政策的變更  

 

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了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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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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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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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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滙報分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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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行分部表現評估及分部間資源分配，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歸

屬於每個須滙報分部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 分部溢利包括參考該等分部產生的收入及該等分部發生的支出或該等分部應佔

資產折舊或攤銷產生的支出，將收入及支出分配至須滙報分部。 

 

—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不包括不歸屬於任何分部

之佔一間聯營公司權益及其他企業資產）。分部負債包括歸屬於個別分部的營

業活動的流動和非流動負債及分部直接管理的借款。 

   

此外，向管理層提供的分部資料是關於收入及其他與分部表現評估及分部間資源分配

的有關資料。分部間銷售價格乃參考向外部收取類似訂單的價錢。 

 

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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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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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  (續 )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馬口鐵   鮮活食品   物業租賃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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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 

    客戶的收入 1,821,204  2,107,863  404,391  349,341  20,519  21,457  2,246,114  2,478,661 

分部間的收入 -  -  -  -  -  -  -  - 

須滙報分部收入 
 

1,821,204  
 

2,107,863  
 

404,391  
 

349,341  
 

20,519  
 

21,457  
 

2,246,114  
 

2,478,661 

                
須滙報分部(虧損)/ 

    溢利 (9,475)  

 

 
(8,371)  

 

 

118,663  

 

 
96,520  

 

 

14,823  

 

 
14,934  

 

 

124,011  

 

 
103,083 

                

須滙報分部資產 
 

1,908,674  

 

2,282,393  

 

277,080  

 

271,593  

 

385,776  

 

392,623  

 

2,571,530  

 

2,946,609 

(包括佔聯營公司權益) -  -  82,041  66,396  -  -  82,041  66,396 

                

須滙報分部負債 300,496  575,095  32,062  15,194  41,310  42,949  373,868  633,238 

                

年度折舊及攤銷 102,665  100,499  178  154  189  202  103,032  100,855 

                

利息收入 10,166  40,217  240  833  -  -  10,406  41,050 

                

存貨降值準備 4,753  14,376  -  -  -  -  4,753  14,376 

                

年內增加 

    非流動分部資產 5,774  99,955  851  93  -  -  6,625  100,048 

 
 
 

(b) 須滙報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之調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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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11  103,083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收入及支出  (18,214)  (16,162)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淨額  3,738  4,200 

融資成本  (1,449)  (9,962) 

不歸屬於任何分部之應佔 

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虧損) 

 

9,050  (17,355) 

綜合除稅前溢利 
 

117,136  6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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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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資產     

須滙報分部資產  2,571,530  2,946,609 

不歸屬於任何分部之佔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185,733  189,200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資產  97,085  4,720 

綜合總資產 
 

2,854,348  3,140,529 

 

     

負債     

須滙報分部負債  373,868  633,238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  9,690  5,775 

綜合總負債 
 

383,558  639,013 

 

(c)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 (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及 (ii)本集團的投資物業、其他物

業、廠房及設備、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訂金及預付款（非流

動部份）及佔聯營公司權益（「指定非流動資產」）地區的資料。客戶地區分佈

乃按提供服務或送貨的地點，指定非流動資產地區分佈乃按資產的所在地 (用於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按經營地點(用於訂金及預付款（非流動部份）及佔聯營公

司權益)。 

 

 來自外部           指定 
 客戶的收入           非流動資產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香港(定居地) 506,511  442,381  223,161  220,935 

        

中國內地 966,793  900,219  1,139,387  1,282,987 

亞洲國家(不包括中國內

地及香港) 411,600  739,202  -  - 

其他國家 361,210  396,859  -  - 

 1,739,603  2,036,280  1,139,387  1,282,987 

        
 2,246,114  2,478,661  1,362,548  1,50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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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利息收入  10,406  41,050 

已收補貼  6,140  4,794 

其他  3,384  4,307 

  19,930  50,151 

 

 

5.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已變現及未變現滙兌收益/(虧損)淨額  5,270  (41,459) 

遠期外滙合同收益淨額  -  5,443 

視同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附註)  -  1,31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93  (181) 

  5,363  (34,883) 

 

附註：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湖北金旭農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金旭」）發行新股予一位新投資者。發行後，本集團於湖北金旭的權益由

16.12%攤薄至 15.45%，産生 1,314,000 元視同出售該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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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計入）：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借款利息  219  8,588 

一間關連公司借款利息  1,230  1,374 

  1,449  9,962 

     
(b) 員工成本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淨額  13,216  13,289 

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開支  -  (878)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40,567  146,774 

  153,783  159,185 

     
(c)   其他項目     

已出售存貨成本(附註)  2,009,285  2,211,448 

核數師酬金  5,189  5,212 

折舊  99,637  97,137 

土地租賃費攤銷  3,495  3,818 

存貨降值準備  4,753  14,376 

經營租賃費用  7,963  7,813 

投資物業應收租金減直接費用 919,000 元     

    （2015 年：947,000 元）  (19,600)  (20,510)  

 

附註： 已出售存貨成本當中包括 178,892,000 元(2015 年：192,347,000 元)有關員

工成本、折舊、攤銷及存貨降值準備，而上表亦分別呈列此等支出的個別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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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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  香港     

本年度計提  11,679  11,387 

以往年度之準備多提  (38)  (1,308) 

  11,641  10,079 

     

本期稅項  —  中國     

本年度計提  1,096  9,096 

以往年度之準備多提  (4,973)  (5,022) 

  (3,877)  4,074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產生及轉回  2  (4,851) 

          

 (i) 7,766  9,302 

     
附註：   

 

( i)  2016 年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2015 年：16.5%)

計算，並已考慮 2015-16 課稅年度應付稅項的 75%稅收寬減，惟以由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對各業務允許的 20,000 元減免為上限(2015 年：2014-15 課稅年度獲

授 20,000 元減免為上限，並已在 2015 年香港利得稅準備的計算中考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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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已宣派及已支付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 仙(2015 年： 2.0 仙)  9,076  18,152 

 報告期末後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0 仙(2015 年：1.0 仙)  27,228  9,076 

  
36,304  27,228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並未於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b) 於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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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於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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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仙)  9,076  22,690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是 按 照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股 權 持 有 人 應 佔 溢 利 108,484,000 元  

(2015 年 ： 66,285,000 元 ) 及 於 年內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907,593,000 股  

(2015年：907,468,000股)計算，其股數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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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5 

於 12 月 31 日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907,593 
 

907,468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2016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不存在潛在攤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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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投資物業、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租賃土地  
 

(a) 購置及轉置 

 

年 內 ， 本 集 團 購 置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的 總 成 本 為 5,826,000 元  

 (2015年：133,9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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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000元(2015年：163,539,000元)。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由於某部分位於中國的持作自用的建築物及以

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之用途有所變更，因此其分別為11,111,000元

及4,624,000元的公允價值轉為投資物業。  

 

(b) 投資物業 

 

本集團位於香港的投資物業於2016年12月31日由一所獨立測量師行  ─  仲量聯

行企業評估及諮詢有限公司  (其部份員工為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並對進行估

值物業的所在位置和類別擁有近期經驗 )重估，重估總金額為 222,140,000元

(2015年：220,500,000元 )。本集團位於中國的投資物業於2016年12月31日由

一所獨立測量師行  ─  威格斯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其部份員工為香港測量師

學會會員，並對進行估值物業的所在位置和類別擁有近期經驗 )重估，重估總

金額為162,686,000元(2015年：171,561,000元)。  

 

根據重估，3,738,000元 (2015年：4,200,000元 )的收益淨額及相關遞延稅項支

出1,186,000元(2015年：773,000元)已在綜合損益表中確認。  

 

 

11. 存貨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原材料、零備件及消耗品  119,184  103,732 

在產品  27,807  13,254 

製成品  93,805  112,123 

  240,796  22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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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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1 個月以內  360,977  358,444 

1 至 3 個月  10,873  14,792 

超過 3 個月  2,896  77 

  374,746  37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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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及銀行餘額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銀行定期存款  232,440  6,727 

銀行存款及現金  545,172  953,126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的現金及銀行餘額  77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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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1 個月內或接獲通知時到期  102,873  88,966 

1 個月後但 3 個月內  56,666  25,846 

  159,539  11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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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借款 

 
  2016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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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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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1日年度期間，無抵押銀行借款已全數償還。  

 
   2016年  2015年 

  千元  千元 

     
(b) 關連公司借款  4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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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015年：3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1.4%)，並須於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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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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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云標先生於2015年3月至2016年10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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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安排有助本公司及時作出決策並予以實行。經考慮，董事會認

為委任具豐富馬口鐵行業經驗的何錦州先生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兼總經理，有助馬

口鐵業務之長遠發展，從而提升本公司之營運業績。因此，於2016年10月28日起，

本公司之主席及總經理的角色便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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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閱全年業績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於本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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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2017年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17年6月1日 (星期四 )上午

11時正舉行。若要合乎資格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出席及投票，必須於 2017年5月2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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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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續 )  
  

 

可享末期股息之資格  

 

本公司已於2016年10月25日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 (2015年：2.0港仙 )。董事會建

議就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 (2015年：1.0港仙 )。如在

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建議之末期股息，預期將於 2017年6月27日 (星期二 )派發予於

2017年6月9日 (星期五 )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於2017年6月7日 (星期三 )至2017年6月9日 (星期五 ) (包括首尾兩

日 )，以確定有權收取擬派發的末期股息的股東名單，在此期間內將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若要合乎資格收取擬派發的末期股息，必須於2017年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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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同上 )。  

 
 

 

 

 

  

 

 

 

香港，2017年3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位執行董事（譚云標先生、何錦州先生及劉建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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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