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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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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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80）

公佈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錄得營業額達人民幣��0.0�億元，同比二零零
九年增長約��.�%，毛利達人民幣��.��億元，同比上升��.�%，毛利率為��.��%，同
比上升0.��個百分點，綜合收益達人民幣�0.��億元，同比上升��.�%，綜合收益率達
��.��%，同比上升0.��個百分點。經營盈利達人民幣�.0�億元，同比增長��.�%，經營
溢利率達�.0�%，為歷史新高。歸屬於本公司的股東應佔盈利達人民幣�.��億元，同比
二零零九年增長約�0.�%。業績良好表現主要得益於公司堅持轉型提升並有效啟動整合
工作，發揮資源集中優勢並抓住世博商機。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完成收購華聯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華聯超市」），由於華聯超市與
本集團共同屬百聯集團有限公司（「百聯集團」）同一控制下的公司，參考相關會計準則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的指引，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中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併入華聯超市
進行重述，經重述後如下：

‧ 營業額達人民幣��0.0�億元，同比增長�.�%，毛利達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
��.�%，毛利率為��.��%，同比增加0.��個百分點。

‧ 綜合收益保持穩步增長達人民幣�0.��億元，同比增長�0.�%，綜合收益率達
��.��%。

‧ 經營溢利同比增長��.�%達�.0�億元，經營溢利率達�.0�%，創歷史新高。

‧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獲顯著增長，達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每
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元。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共擁有門店達�,0�0家。回顧期內，本集團
新開門店���家，其中大型綜合超市新開�家並轉型�家超級市場為大型綜合超市，
超級市場業態新開門店���家，其中直營門店�0家，加盟門店���家；便利店新開
門店��0家。

‧ 同店銷售較二零零九年上升�.�%，其中大型綜合超市上升�.�%，超級市場上升
�.�%，便利店上升�.�%。

‧ 擬派發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元（含稅）。

註：綜合收益＝毛利＋其它收益＋其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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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並經重述）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 13,008,912		 ��,���,���
銷售成本  (11,255,493	)	 (�0,���,��� )    

毛利  1,753,419		 �,��0,���
其他收益 � 1,145,134		 �,0�0,���
其他收入 � 195,494		 ���,���
分銷成本  (2,359,252	)	 (�,���,��� )
行政開支  (323,092	)	 (���,��� )
其他經營開支  (10,599	)	 (��,��� )
財務成本  –		 (�,0�� )    

經營盈利  401,104		 ���,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72,644		 ��,���    

稅前盈利 � 473,748		 �0�,���
稅項 � (108,130	)	 (��,��� )    

本期盈利、全面收益總額  365,618		 �0�,���    

本期盈利、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326,464		 ���,���
 非控製性權益  39,154		 ��,���    

  365,618		 �0�,���    

每股盈利－基本 � 人民幣0.52元		 人民幣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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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0 2,899,843		 �,0��,���
 在建工程 �0 159,265		 ��,���
 土地使用權 �0 252,050		 ���,���
 無形資產 �0 177,661		 ���,���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 398,908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30,158		 ��,���
 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  390,483		 ���,���
 定期存款－未受限制 �� 1,560,000		 ��0,000
 預付租金 �� 126,142		 ���,���
 遞延稅項資產  110,822		 �0�,���
 其他非流動資產  25,417		 ��,���    

  6,130,749		 �,���,��0    

流動資產
 存貨  2,114,022		 �,���,�0�
 應收賬款 �� 97,173		 ��,�0�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532,360		 ���,���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 �0 130		 –
 應收聯營公司款 �� 42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800,000		 ��0,�00
 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  134,437		 ��,���
 透過損益表反映公允價值變化的金融資產  1,362		 �,���
 定期存款 ��
  －受限制  1,657,900		 �,���,�00
  －未受限制  2,381,095		 �,��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89,860		 �,���,���    

  9,708,381		 �0,���,���    

資產合計  15,839,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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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22,000		 ���,000
 儲備  2,068,228		 �,���,���    

 本公司股東權益  2,690,228		 �,���,���
 非控製性權益  493,698		 ���,��0    

權益合計  3,183,926		 �,���,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0,347		 ��,���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 �� 3,392,412		 �,��0,0��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 1,699,951		 �,���,���
 應付股利  99,520		 –
 憑證債項 �� 7,218,900		 �,���,���
 遞延收益  23,257		 �0,���
 應付聯營公司款 �� 4,546		 �,���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 �0 –		 �0,0��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 �0 90,441		 ��,���
 應付稅項  75,830		 ��,��0    

  12,604,857		 ��,���,���    

負債合計  12,655,204		 ��,��0,���    

權益和負債合計  15,839,130		 ��,���,���    

流動負債淨額  (2,896,476	)	 (�,���,0��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34,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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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權益	
	 		 		 		 法定		 		 本公司股東		 非控制性
	 股本		 資本公積金		 其他儲備		 盈餘公積金		 保留盈利		 權益合計		 權益		 權益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經審計並經重述） ���,000  ���,���  �0�,���  ���,���  ���,���  �,���,���  ���,���  �,0��,���               

本期盈利 –  –  –  –  ���,���  ���,���  ��,���  �0�,���
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 –  –  –  –  (��,�00 ) (��,�00 ) –  (��,�00 )
支付非控制性權益股息 –  –  –  –  –  –  (��,��0 ) (��,��0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並經重述） ���,000  ���,���  �0�,���  ���,���  ���,���  �,�0�,���  ���,���  �,���,��0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經審計）	 622,000		 755,953		 (204,464	)	 214,711		 1,075,084		 2,463,284		 464,790		 2,928,074               

本期盈利 –		 –		 –		 –		 326,464		 326,464		 39,154		 365,618
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 –		 –		 –		 –		 (99,520	)	 (99,520	)	 –		 (99,520	)
支付非控制性權益股息 –		 –		 –		 –		 –		 –		 (10,246	)	 (10,246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622,000		 755,953		 (204,464	)	 214,711		 1,302,028		 2,690,228		 493,698		 3,183,926               

附註：

(a) 本集團的資本公積金為發行H股的溢價扣減相關的發行費用。

(b) 本集團其他儲備主要包括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止年度內因收購華聯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華聯集團）而採用合併會計原則所產生的財務影響以及截至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日止年度內因業務合併導致的本公司所享有某附屬公司原先權益相關的淨資產公
允價值的差額所產生的財務影響。

(c) 根據中國有關法規和本集團旗下公司的公司章程規定，本集團旗下各公司須按中國會計法
規規定所釐定的盈利的�0%提撥法定盈餘公積，直至法定盈餘公積金的餘額已達該公司註
冊股本的�0%為止。提撥法定盈餘公積必須為向股東派息之前。

 法定盈餘公積金只可用於彌補以前年度虧損，拓展業務及轉增股本。本集團旗下各公司可
將法定盈餘公積金轉為股本，但法定盈餘公積金經如此變動後，其餘額不得少於註冊資本
的��%。

 本集團尚未對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淨利潤提撥上述法定盈餘公積金（截至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此等提撥將於年末時按全年度溢利及董事會決議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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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並經重述）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503,361	 (��,��� )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2,685,737	) (�,���,��� )
籌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9,688	)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額  (2,202,064	) (�,���,��� )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191,924	 �,���,���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89,860	 �,���,���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這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的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根據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董事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案，本集團以現金代價人民
幣�0�,0��,000元收購華聯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華聯集團」）的股權（「收購華
聯集團」）。華聯集團之前由百聯集團有限公司（「百聯集團」）擁有。鑑於本集團及華聯集團
受百聯集團的共同控制，收購華聯集團已於採用受共同控制業務合併的會計方法編制的綜
合財務報表中反映，猶如自華聯集團首次受百聯集團控制當日起已合併。因此，華聯集團
的綜合資產及負債按百聯集團角度的帳面值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入賬。共同控制下合併
時，並無確認商譽或就本集團於華聯集團的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的公允價值之間
的差異及彼等的帳面值所作出的調整。綜合全面收益表包括華聯集團最早呈列日期或自受
到共同控制的日期以來（以較短期間為準，毋須考慮共同控制合併之日期）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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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華聯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完成。

上述採用合併會計原則計算收購華聯集團對上期業績的影響於本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的單
項項目呈列如下：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
 並經重述）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增加 �,�0�,���
銷售成本增加 (�,���,��� )
其他收益增加 ��,���
其他收入增加 �0,0��
分銷成本增加 (���,0�� )
行政開支增加 (��,��� )
其他經營開支增加 (�,�0� )
財務成本增加 (�,��� )
稅項增加 (�,��0 ) 

本期盈利、全面收入總額增加 ��,���
 

下列人士應佔本期盈利、全面收益總額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 ��,���
非控製性權益 �,�00 

 ��,���
 

每股盈利增加－基本 人民幣0.0�元
 

上述收購華聯集團對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的財務狀況的影響已經在本集團二零零
九年年報中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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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會計政策

這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依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允價值列賬。

除以下所述，這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00�年��月��日
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

於本期，本集團已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下列新訂及經修
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修訂，乃於二零零八年
  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的一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的股份支付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作為二零零九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的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租賃對租賃
土地分類的相關內容進行了修改。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改前，承租人被要求將租賃土
地分類為經營性租賃並在合併財務狀況表中認列為土地使用權。本次修改刪去了該要求。
取而代之地，該修訂本要求租賃土地的分類應基於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列示的通用原
則，即實質上應基於附屬於租賃資產所有權的所有收益和風險在多大程度上由出租人或承
租人分享或承擔。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過渡期條款，本集團根據租賃開始時即存在的資訊重新評估了於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尚未到期的租賃中的土地。本集團董事認為，本修訂本的採納對本會
計期間與上個會計期間本集團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沒有影響。

本集團對收購日在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以後發生的業務合併已在未來適用的基礎上採納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同時，本集團已在未來適用的基礎上自二零一零
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中關於因在附屬公司
擁有的權益變動導致的獲得及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的會計處理的要求。

由於在本中期內尚未發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所適用的交易，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及其他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相關後續修訂本並未對本集團本期或上期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產生任何
影響。

本集團在未來期間的業績可能因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相關後續修訂本所適用的未來交易而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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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採納將不會對本集團本期或上期的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未有提前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份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比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註資要求的預付款�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起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
修改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引入對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並將於二零一三
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可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所有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
認及計量範疇的已確認金融資產將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價值計量。特別是，(i)根據業務模式
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所持有；及(ii)僅為支付本金額及未償還本金額的利息而產生合
約現金流量的債務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乃按公允價值
計量。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可能對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造成影響。

本公司董事預期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的採納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
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總經理，即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之資料以下列三大業務
為重點：

• 連鎖大型綜合超市業務
• 連鎖超級市場業務
• 連鎖便利店業務

各類業務分部之間並無進行重大買賣活動或其他交易。本集團的其他業務主要包括銷售商
品予批發商；及提供批發業務所需的配送服務以及網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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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期間按經營分部分析之本集團收益（包括營業額及其他收益）及盈利：

	 分部收益	 分部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並經重述）    並經重述）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大型綜合超市 7,951,059	 �,��0,��� 	 172,795	 ���,0��
超級市場 5,188,638	 �,���,��� 	 187,292	 ���,���
便利店 910,907	 ��0,��� 	 27,705	 ��,���
其他業務 103,442	 ��,���  25,281	 ��,���       

 14,154,046	 ��,���,���  413,073	 ���,���
       

分部業績與綜合稅前盈利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並經重述）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業績  413,073	 ���,���
利息收入  10,749	 ��,���
其他不可分配收入  20,527	 –
不可分配開支  (43,245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2,644	 ��,���    

綜合稅前盈利  473,748	 �0�,���    

上述所報告之一切分部收益乃源自外部客戶。

所有本集團之營業額及分部業績乃歸屬於中國客戶。

分部盈利不包括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及總部收支之分配（包括集中管理資金產生的利息收
入）。此乃向本集團總經理匯報用以有關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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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經營分部分析之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大型綜合超市  8,163,664	 �,0��,���
 －超級市場  4,634,555  �,���,0��
 －便利店  354,625	 ���,0��
 －其他業務  168,898	 ��,��0    

分部資產合計  13,321,742	 ��,0��,���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398,908	 ���,���
不可分配分部資產  2,118,480	 �,���,���    

資產合計  15,839,130	 ��,���,���    

其他未分配資產主要包括總部集中管理的某些金融資產、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和遞延稅項資
產。

4.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

本集團主要經營連鎖式大型綜合超市、超級市場及便利店。於本期間確認之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並經重述）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銷售商品  13,008,912	 ��,���,���    

從供應商取得的收入  839,288	 �0�,���
出租商鋪租金收入毛額  252,543	 ���,���
從加盟店取得的加盟金收入  32,623	 ��,0��
因預付憑證使用從其他零售店取得的佣金收入  20,680	 ��,���    

  1,145,134	 �,0�0,���    

收益合計  14,154,0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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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並經重述）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98,947	 ���,���
政府補貼  8,913	 �,��0
出售透過損益表反映公允價值變化的金融資產收益  12,973	 �0�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收益  8,408	 �,���
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14,432	 –
廢品及物料銷售收入  11,911	 ��,0��
其他  39,910	 ��,��0    

合計  195,494	 ���,���    

6.	 除稅前盈利

除稅前盈利已經扣除(加計)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並經重述）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攤銷及折舊
 其他非流動資產攤銷  422	 ���
 無形資產－軟件之攤銷
  （已包括在分銷成本、行政開支內）（附註�0）  8,918	 �,���
 土地使用權攤銷（附註�0）  2,631	 �,0��
 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附註�0）  255,547	 ���,���    

  267,518	 ���,���

處置物業、機器及設備產生的損失
 （已包括在其他經營開支內）  2,535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除稅前盈利  (99,197	) (��,��� )
 稅項  26,553	 ��,���    

  72,644	 (��,��� )

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租金  710,184	 ���,���
員工成本  971,230	 ���,���
關店費用及撥備  7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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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並經重述）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所得稅
 －當期稅項  115,319	 �0�,���
 －遞延稅項  (7,189	) (�,��0 )    

 	 108,130	 ��,���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應課香港利得稅盈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所得稅是按中國稅法規定就附屬公司應課稅利潤的��%（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計算，唯若干附屬公司按��%至��%的優惠稅率繳稅（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至�0%）。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期股息，已宣派，每股人民幣0.��元
 （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元）  93,300	 ��,��0    

二零一零年之中期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零
九年為人民幣0.��元），合計為人民幣��,�0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0,000元），已由董事會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宣派。本中期股息並未於本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中計作負債，因為此乃於報告期結束後宣派。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舉行的會議上，董事提議向股東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元，合計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每股人民幣0.��元，合計人民幣��,�00,000元）。此項股息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舉行的股東大會上獲得批准，並已列作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保留
盈利分配。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此項股息尚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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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本期本公司股東應占盈利，人民幣千元，經重述）  326,464	 ���,���    

股份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股份數  622,000,000	 ���,000,000    

10.	 主要資本性開支

	 無形資產	
	 物業、機器	
	 及設備		 在建工程		土地使用權		 商譽		 軟件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註）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的期初賬面淨值（經審計） �,���,���  ���,���  �0�,���  ���,���  ��,���  ���,���
添置 ���,��0  ��,���  �0,��0  –  �,���  �,���
購買子公司 ���,���  –  –  –  –  –
轉入╱（轉出） �,���  (�,��� ) –  –  ��0  ��0
出售 (�,��� ) –  (��,��� ) –  –  –
折舊╱攤銷（附註�） (���,��� ) –  (�,0�� ) –  (�,��� ) (�,���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的期末賬面淨值
 （未經審計並經重述） �,���,���  ���,���  ���,���  ���,���  ��,���  ���,���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的期初賬面淨值（經審計） 3,031,153		 86,921		 259,173		 151,941		 31,976		 183,917
添置 117,843		 85,395		 770		 –		 2,293		 2,293
轉入╱（轉出） 12,682		 (13,051	)	 –		 –		 369		 369
出售 (6,288	)	 –		 –		 –		 –		 –
折舊╱攤銷（附註�） (255,547	)	 –		 (2,631	)	 –		 (8,918	)	 (8,918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的期末賬面淨值（未經審計）	 2,899,843		 159,265		 257,312		 151,941		 25,720		 177,661
           



- �� -

註：  土地使用權按列報之目的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252,050	 ���,���
流動資產（包含在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中）  5,262	 �,���    

  257,312	 ���,���    

11.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不含商譽的應佔淨資產  392,121	 ���,0��
商譽  6,787	 �,���    

  398,908	 ���,���    

以下為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均為非上市公司）之資產、負債、營業額及盈利的匯總：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4,109,644	 �,���,���
負債  (2,990,869	) (�,���,0�� )    

淨資產  1,118,775	 �,�0�,���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淨資產  392,1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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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營業額  4,165,271	 �,0��,��0    

本期盈利  180,914	 ���,���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本期盈利  72,644	 ��,���    

12.	 預付租金

預付租金乃指將於一年以後計入收益表之店鋪物業預付租金。

13.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主要來自銷貨予加盟店和批發商，信貸期介乎�0至�0日，其於報告日的賬齡分析
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日以內  66,856	 ��,���
��至�0日  15,799	 ��,0��
��至�0日  8,668	 ���
��日至�年  5,850	 ��    

  97,173	 ��,�0�    

14.	 應收╱應付聯營公司款

應收╱應付聯營公司款指分別為若干聯營公司代墊費用及向聯營公司採購商品之結餘。該
等結餘賬齡均在�0日以內，信貸期介乎�0至�0日。與聯營公司的往來結餘為無抵押、免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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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
法人股（註a）  1,112	 �,���
非上市權益投資（註b）  29,046	 �0,���    

  30,158	 ��,���
流動
非上市貨幣市場投資（註c）  800,000	 ��0,�00    

合計  830,158	 ���,���    

註：

a) 該等投資為投資於若干中國上市公司的法人股。

b) 該等投資為於若干中國非上市公司的投資。

c) 該等貨幣巿場投資之實際利率介乎年息�.�%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至�.��%）。根據有關條款，該等投資將於一年內償付。本期間為購買非上市貨幣
市場投資所支付的現金淨額計人民幣���,�0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000,000元），並已包括在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的投資活動中。

16.	 定期存款

所有定期存款以人民幣計價，並存放於國內銀行。流動資產中之定期存款為到期日超過三
個月但在一年之內的定期存款。非流動資產中之定期存款為到期日超過一年但在五年之內
的定期存款。本期間定期存款淨增加人民幣�,���,���,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0�,�00,000元），其中人民幣�,���,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0,000元）已包括在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的投資活動中。

於二零一零六月三十日，包含受限制現金的定期存款金額為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元）。受限制現金為一家附屬公司存於不同銀行
之保證金，以作為向客戶發行預付憑證之抵押，本集團不能用作其他用途。定期存款的實
際年利率介乎�.��%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0%）。本集團定期存
款的賬面價值與公允價值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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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應付賬款

於報告日，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日以內  2,228,355	 �,���,���
��至�0日  947,253	 ���,���
��至�0日  110,589	 �0�,���
��日至�年  106,215	 �0�,��0    

  3,392,412	 �,��0,0��    

18.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應付款  1,339,133	 �,���,���
採購物業、機器及設備應付款 	 130,217	 ���,���
關店費用撥備  38,066	 ��,���
預提費用  130,839	 ��,���
預收貨款  61,696	 ��,���    

  1,699,951	 �,���,���    

19.	 憑證債項

憑證債項於憑證出售時列作負債。顧客於年內以憑證換取本集團的商品時按憑證債項出售
價格記作銷售並轉入綜合全面損益表。當顧客以憑證在與本集團存在協議關係的其他零售
店內換取其商品或其服務，本集團會按照協議將扣除本集團佣金收入的餘款與該等零售店
結算並付款。

20.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應收╱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

上年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系向百聯集團收購華聯集團支付對價之餘款。該等結餘無抵押，
免息及須於需要時償還。

應收╱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無抵押，免息，及須於需要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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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經營環境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繼續保持穩健增長勢頭。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
據，上半年國民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中國實現了經濟高增長、高就業和低通
貨膨脹。伴隨宏觀經濟的企穩回升，消費增速呈現緩慢上升的勢頭，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達��.�%。

二零一零年中國的消費環境應該說是喜氣洋洋，上海世博會讓中國成為焦點，帶動國內
外游客向上海乃至長江三角洲地區湧入，營造起熱鬧的消費氛圍。自二零一零年四月
起，中國企業掀起加薪潮，根據財政部公佈信息，上半年個人所得稅同比增長達��%。
居民收入的增長成為消費增長的助動力之一。

上半年中國物價水平延續二零零九年末的恢復性上漲態勢，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
上漲�.�%，但逐月看物價漲幅呈現波動狀態，食品物價漲幅也是略有起伏。

二零一零年，中國面臨經濟結構轉型，不斷推進的城鎮化進程正塑造區域經濟發展的上
升軌道，也為零售企業在內陸及二三線城市展開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零售行業的增
長與競爭將長期並存。

財務回顧

營業額及綜合收益增長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完成對華聯超市收購，由於華聯超市與本集團同屬百聯集團
同一控制下的公司，參考相關會計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的指引，本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中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並入華聯超市並進行重述。為了便於投資者了解，本集團對營業
額、經營盈利和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分別說明與二零零九年中報同比增長情況。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達人民幣��0.0�億元，較二零
零九年同期同比增長達��.�%，較合併華聯超市的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增長�.�%。同店
銷售增長達�.�%。同店銷售增長較二零零九年恢復顯著，主要是得益於持續不懈的銷售
提升，回暖的消費環境以及良好的市場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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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毛利錄得穩定增長達人民幣��.��億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增長��.�%，較
合併華聯超市的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增長��.�%，毛利率上升0.��個百分點達��.��%，較
合併華聯超市的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上升0.��個百分點。綜合收益達人民幣�0.��億元，較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增長��.�%，較合併華聯超市的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增長�0.�%，綜合收
益率提升0.��個百分點達��.��%，較合併華聯超市的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上升�.0�個百分
點。對商品資源的整合以及商品經營能力的提升使得綜合收益率得以持續穩定的增長。
本集團積極增強招商能力，挖掘擴大門店招商面積，提升招商區域管理水平，使得出租
商舖租金穩步上升��%。同時，期內保持了充裕的現金流，採納穩健原則、專業化管理
實現了資金收益的穩步增長，達��,���.0萬元，同比增長�.�%。

經營成本及淨利潤

回顧期內，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總額為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較合併華
聯超市的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增長�.�%；行政開支總額為人民幣��,�0�.�萬元，較合併華
聯超市的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同比上升�0.�%，整體費率同比增長約0.��個百分點。主要經
營成本項如租金、人工和水電費分別為人民幣��,0��.�萬元、人民幣��,���萬元和人民幣
��,���.�萬元。租金及人工成本的上升主要來自於新增門店。本集團力求通過不斷完善費
控制度以合理控制成本，同時積極提升綜合收益水平，以應對經營成本上升的挑戰。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經營盈利達人民幣�.0�億元，同比二
零零九上半年年增長��.�%，較合併華聯超市的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增長��.�%。經營利潤
率達�.0�%，同比提升0.��個百分點，同比合併華聯超市的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提升了0.�0
個百分點。

回顧期內，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收益增長��.�%達人民幣�,���.�萬元。上海聯家超市上半
年無新門店開出，伴隨經濟環境好轉以及成熟門店增多，其業績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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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本集團稅項支出達�0,���.0萬元，實際稅率達��.��%，隨著近年新開門店成
熟，當期利潤對以前年度虧損有效彌補，同時積極爭取稅收優惠政策，使得稅率較二零
零九年同期下降0.��個百分點。

回顧期內，本集團共錄得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萬元，較二零零九年
同期增長達�0.�%，較合併華聯超市的二零零九年增長��.�%。二零一零上半年，本集團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淨利潤率達�.��%，每股收益達人民幣0.��元。

現金流

回顧期內，本集團現金淨流出達人民幣��0,�0�.�萬元，期末現金及各項銀行結餘達人民
幣���,���.�萬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的應付賬款周轉期為�0天。存貨周轉期約為��
天。

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運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風險。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並無在外發行任何套利保值金融工具。

各零售業務增長情況

大型綜合超市

回顧期內，本集團大型綜合超市業務錄得營業額達人民幣���,���.�萬元，佔本集團營
業額約��.�%，同比增長約�.�%，毛利率增長�.0�個百分點至��.�0%。同店銷售增長達
�.�%。分部經營盈利為人民幣��,���.�萬元，同比增加達人民幣�,��0.�萬元。經營利潤
率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上升0.��個百分點達�.��%。大型綜合超市近年來圍繞提高新開門店
質量、單店經營能力提升及供應鏈建設的不懈努力成效顯著，整體經營能力不斷提升，
打下長遠發展的基礎。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毛利率(%) 12.90	 ��.��
綜合收益率(%) 23.47	 ��.��
經營利潤率(%) 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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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市場

回顧期內，超級市場業態積極進行業務整合，達到優勢互補，同時持續轉型提升，同店
銷售增長較二零零九年相比，上漲�.�%，克服了因重要銷售貢獻店港匯廣場店關閉和桃
浦店停業轉型以及直營門店數因部分網點到期關閉、主動的經營性梳理而下降而帶來的
銷售增長壓力。回顧期內，超級市場業務營業額同比合併華聯超市的二零零九年上半年
微降0.�%為人民幣���,���.�萬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超級市場業務。期內超級市
場業態毛利額穩定增長�%達人民幣��,���.�萬元，毛利率為��.��%，同比合併華聯超市
的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增長0.��個百分點。深化轉型及供應商優化策略帶來綜合收益的穩
步上升，綜合收益率達��.��%，同比合併華聯超市的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上升了�.��個百
分點。分部經營盈利為人民幣��,���.�萬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毛利率(%) 13.81	 ��.��
綜合收益率(%) 22.64	 ��.��
經營利潤率(%) 3.89	 �.��

回顧期內，華聯超市錄得營業額達人民幣���,0�0.�萬元，同比增長�.�%。商品資源的整
合使得綜合收益率穩定提升�.��個百分點達��.��%。經營利潤率提升了0.��個百分點達
�.0�%。

便利店

回顧期內，便利業態營業額錄得人民幣��,���.�萬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世博園
區門店銷售優異，單店銷售能力突出，更為重要的是，世博園區門店的成功經驗，為今
後便利業務的拓展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在良好的銷售氛圍下，便利業態同店銷售上升
�.�%。為挖掘網絡價值，提升服務附加值，近年來便利業態在店內增設增值服務，受到
消費者認可，提升了相關手續費收入水平，有效提升了綜合收益率水平至��.0�%。經營
利潤率提升顯著，上升了�.��個百分點達�.��%。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毛利率(%) 15.73	 ��.00
綜合收益率(%) 24.08	 ��.�0
經營利潤率(%) 3.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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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同比轉變
      (%)

營業額  13,009	 ��,���  �.�
毛利  1,753	 �,���  ��.�
綜合收益  3,094	 �,���  �0.�
經營盈利  401	 ���  ��.�
稅項  108	 ��  ��.�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本期盈利  326	 ���  ��.�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0.52	 0.��  �0.�
每股中期股息（人民幣元）  0.15	 0.��  ��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等價物主要以人民幣持有；本集團並無任何借
款。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股東權益由約人民幣���,���.�萬元增加至約人民幣���,0��.�萬元，
主要為期間利潤增加人民幣��,���.�萬元和派發紅利人民幣�,���萬元所致。

本集團已質押資產的詳情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並無質押任何資產。

外匯風險

本集團收支項目大多以人民幣計價。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因匯率波動而遇到任何重大
困難或自身的營運或流動資金因此受到影響。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協議或購買金融工
具，以對沖本集團的匯率風險。董事相信，本集團能夠滿足其外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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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如下：

	 	 已發行
股份類別	 	 股份數目		 百分比

內資股  ���,���,000  ��.��
非上市外資股  ��,���,000  �.��
H股  �0�,000,000  ��.��    

合計  ���,000,000  �00.00      

或有負債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經營回顧

整合與重組

二零一零年是本集團的整合與重組之年。回顧期內，本集團全面啟動與華聯超市的整合
以及圍繞商流、物流、信息流的重組。

與華聯超市的重組。繼二零零九年成功收購華聯超市之後，二零一零年伊始，本集團即
全面展開對華聯超市的整合：

與華聯超市的整合以統一財務核算，編碼體系一體化為先行，上半年本集團已完成了在
財務信息管理系統內對華聯超市的財務報表合併、結算系統合併以及供應商╱機構╱商
品��萬條編碼的統一。

同時，加盟業務與華聯超市合併。作為最具知名度及實力的兩個超級市場加盟品牌，「聯
華」和「華聯」加盟業務的合併使得雙方在商品資源、門店資源、市場策略和營運督導等方
面實現了優勢共享。在合併後舉辦的兩次加盟店商品聯合訂貨會上，加盟商訂貨金額實
現了同比��.�%的增長。

二零一零年六月，以上海聯華超級市場發展有限公司為載體，合併上海「聯華」超級市
場、「華聯」超級市場及上述兩個品牌的加盟業務，完成了新的組織架構和管理團隊搭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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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流整合。著眼於進一步整合商品資源、發揮區域規模優勢，經過縝密論證，本集團決
議主動變革商品管理體系，合併上海地區原本分屬於不同零售業態的六個商品採購部
門，成立上海區域集中採購部。上海市場作為本集團最重要的市場之一，對整體銷售貢
獻逾四成，這一地區的商品採購的集約化管理將使得本集團積累的上海第一的市場份額
得以進一步凸顯，更為充分地發揮市場影響力。

物流整合。華聯超市於上海市擁有一座倉儲面積逾�萬平米的桃浦配送中心，因此增強了
本集團整合後上海地區配送的支持力度。結合目前正在規劃中的江橋物流配送中心，本
集團已初步完成了上海地區配送體系的整合方案：桃浦配送中心將替代聯華超市的曹楊
路配送中心承擔上海地區超級市場業態物流配送功能，因此釋放出曹楊路配送中心將用
以支持上海和江蘇地區大型綜合超市業務的配送。對大型綜合超市啟動集中配送，為將
來江橋物流基地的啟用打下實踐基礎。

信息流整合。為支持長期發展戰略，配合業態、商流、物流的整合，實現資源統一管理
與配置，本集團信息系統建設亦應需而變，為整合工作提供系統化支持。期內，圍繞打
造集約化的總部業務系統、標準化的地區性業務系統、統一的供應鏈平台和統一的結算
和合同管理平台的需要，信息系統整合完成了：商品管理的核心模塊上線；在建立標準
化的區域業務管理系統同時精簡門店管理系統，提高數據準確性與及時性，降低運營維
護成本；在各業態和地區間統一了結算平台、建立商品、租賃、招商、資產等合同的管
理平台；完成統一供應鏈平台的建設和評估工作，為下半年配送中心的合併做好準備。

網點發展

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堅持集中化發展策略，拓展新門店及潛在門店的儲備。

回顧期內，大型綜合超市業態新開門店�家並轉型�家超級市場門店為大型綜合超市，其
中�家門店分別位於江蘇省蘇州市和鹽城市，�家位於浙江省杭州地區。在長江三角洲區
域采取集中、深度的發展，將更長遠的鞏固既存門店已獲得的市場份額，建立深刻的市
場影響力。下半年，本集團依托百聯集團的郊區購物中心市場拓展計劃，大型綜合超市
將進入上海近郊的金山、奉賢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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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超級市場業態新開門店共���家，其中直營門店�0家，加盟門店���家。超級
市場直營門店積極尋找中心城區綜合超市的市場機遇，回顧期內，本集團第二家定位中
高端客戶的「聯華生活館」於上海市西南區開業。

期內，便利業態新開門店共��0家，其中直營門店�0家，加盟門店�0家。便利業態在所在
的五個城市均有穩定的網絡擴張，並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在擁有第一市場份額的廣西省柳
州市簽約第一家便利門店。自此，便利業態網點覆蓋已達六個城市。回顧期內，本集團
積極籌備於上海世博會園區�家新增門店的開業，為服務世博園區的游客提供便利服務，
取得優異的銷售業績的同時也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共擁有門店�,0�0家，其中約��%的門店位於華東
地區。

	 超級市場
	 大型綜合超市	 聯華超市	 華聯超市	 便利店	 合計

直營 ��� ��� ��0 ��� �,���
加盟  �,��0 ��� �,0�� �,���
合計 ��� �,��� �,��� �,0�� �,0�0

註：上述數據為截止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轉型與強店

回顧期內，本集團圍繞提升門店績效、探索新型業態、優化供應商結構、增強生鮮經營
能力和優化商品結構等方面，持續推進業務轉型。

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推進強店戰略以及門店的轉型、二次轉型，以提升門店形象和績
效。強店戰略旨在通過打造旗艦店樣板店和門店提升並行，實現整體競爭力的全面提
升。

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探索業態創新，加大對快捷店、藥妝店的市場調研。便利業態
中，於北京市新開兩家旗艦店定位在精細的常規化商品、創新的即食食品和深化的服務
項目，其中即食商品佔比達�0%以上，日均銷售遠高於地區平均銷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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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進生鮮商品經營能力轉型，搭建科學的生鮮評估體系。期內，本集團加大推進生
鮮商品的集中採購力度，推進生鮮商品聯營轉自營，擴大基地採購範圍，不斷完善生鮮
採購流程，尋找生鮮經營的主要控制點，加強對生鮮經營人員的培訓與指導，提升生鮮
經營能力。同時展開生鮮經營評估體系建設：建立常規的月度跟蹤體系，建立涉及營
運、採購、消費者的多維滿意度測評。生鮮經營提升有序的推進效果凸顯，二零一零年
上半年，儘管物價起伏波動，各業態生鮮商品的毛利額均獲穩定增長，毛利率獲得不同
程度的提升。

深化品類管理理念，提升品類管理技術。開展常規品類分析，對上一年度品類商品回顧
和分析，對必備商品品類銷售展開追蹤，為商品經營策略的確定以及門店營銷推廣工作
提供品類信息。以重點品類為載體研究和推進高效的商品組合策略：通過推進重點品類
的品類經營技術，行成必備商品清單。挖掘商品關聯陳列最佳實踐和推廣。根據本集團
多業態，跨區域發展及經營面積差異大等特點，推出以店群為單位，匹配業態定位，建
立分品類的貨架空間管理及商品配置結構表。

為持續提升綜合收益水平，期內，本集團著力優化供應商資源，通過貨找源頭提升供應
商直供比例，買斷經營，並在優化供貨渠道的基礎上，與重點供應商謀求協同發展，提
升銷售業績，增加收益。

回顧期內，本集團加大自有品牌產品開發力度，提升品牌價值。公司通過推行自有品牌
產品包裝設計系列化，打造聯華自有品牌形象。經實踐證明，系列化產品的設計，在上
半年的陳列與銷售上已取得明顯效果。同時，強調自有品牌商品的推廣必須要有門店運
營的配合，如抓住特別的假日、節氣變化之時進行針對性的營銷活動。

回顧期內，進口商品、特色商品依然是本集團打造差異化商品結構，提升綜合收益水
平的重點。配以多樣化的營銷方式，上半年本集團舉辦多次進口商品、特色商品「食品
節」、「展銷會」，「低價風暴」，「換購」等活動，刺激了消費者的購買欲望，銷售業績穩健
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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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世博，把握商機

回顧期內，為迎接上海世博會的召開，抓住世博會帶來的發展契機，本集團於各個層面
全方位推進的員工培訓和經營提升，優化門店內外部購物環境、商品結構、服務技能、
營運管理。本集團上海及華東地區主要門店都設立了世博特許零售專櫃。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位於世博園區的六家快客便利門店累計銷售逾四千萬元，創單位面積最
高銷售記錄。

僱用、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0��名員工，回顧期內減少���名，總開支為人
民幣��,���萬元。

回顧期內，本集團加強了對管理人員的培訓和人力資源的培養，舉辦了兩期中青年管理
人員培訓班，開設了「員工能力素質提升課堂」，加大對青年儲備幹部的培養和使用力
度。

回顧期內，對本年度的績效考核方式進行了改良完善：根據公司的長遠發展目標，制定
了年度重點項目推進計劃，並以此作為各年度考核的重要績效指標。

策略與計劃

二零一零年二季度GDP增速較一季度放緩，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六月的增幅相比五月份
也回落0.�個百分點，經濟增幅呈現放緩勢頭，經濟發展存在不確定性。對於零售企業而
言，挑戰依然存在，促銷售、謀發展絲毫不可懈怠。

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根據年初提出的「重點發展、轉型提升、變革整合、重
點突破」的總體工作方針提升經營業績、全力做好銷售提升工作，推進整合與重組。

本集團將繼續推進華東地區及其它已進入市場的集中化發展，做好新開門店的籌建及開
業準備，著眼於鞏固並發展已進入市場的份額，積極尋求潛在的網點發展機會及並購機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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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力度研究銷售提升策略。繼續推進門店轉型和強店戰略，不斷優化商品結構，加大
市場營促銷力度，創新營銷方式，靈活運用價格策略，提升客流。華東地區的各門店將
緊抓上海世博會、上海購物節、超級市場業態整合、物流合併、加盟合併及各類節假旺
季帶來的機遇，提升銷售業績。

繼續優化和深化整合工作。重組整合僅僅邁出了第一步，接下來還要經歷流程再造、理
順考核機制、優化組織架構和團隊建設，這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下半年，圍繞商流、
物流和信息流的整合優化工作將進一步展開，不斷加強區域集中採購和集中配送，完善
門店運營管理，以進一步有效提高綜合收益率水平。

論證收購、整合方案。百聯集團對華聯集團吉買盛購物中心有限公司（「華聯吉買盛」）的
業務的收購已經完成，但本集團收購整合華聯吉買盛的時機與方式仍需要進行盡責調查
和方案論證。

中期股息

本公司之董事會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的中期股息
每股人民幣0.��元（含稅）。

本公司H股股東的登記過戶手續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四日（首尾�天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中期股息將向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當日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所有
本公司股東發放。欲獲派中期股利的H股股東最遲應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股票及轉讓文件送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樓����
至����室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所派股利將以人民幣計值和
宣佈，並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或此日期之前，以人民幣向內資股股東發放，以相
關外幣向非上市外資股股東發放，以港幣向H股股東發放。以港幣發放的股利計算之匯
率以宣派股利日之前一個公歷星期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平均基準匯率為
准，即為人民幣�00元兌換���.����港元，因而，以港幣計本公司每股普通股派發中期股
息為0.����港元（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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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
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
業所得稅，稅率為�0%。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其它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它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H股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
股東所持的股份，故此，其應得之股息將被扣除企業所得稅。

請廣大投資者認真閱讀以上內容，如需更改股東身份，請向代理人或信託機構查詢相關
手續。本公司無義務亦不會承擔確定股東身份的責任，而且將嚴格依法並嚴格按照二零
一零年九月二十日H股股東名冊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
定或出現錯誤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本公司將不予受理。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方法，並已討論內部監
控及財務呈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二零一零年未經審計的簡明中期賬目。該委員會
認為本集團的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賬目符合適用的會計標準、聯交
所及香港法律規定，並已做出足夠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股份上市以來直至本公告
日止，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
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全體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
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會欣然宣佈所有董事於回顧期內全面遵守證券
交易標準守則所載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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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確認，除下文所述有關董事輪流退任事項以外，本公司於期內符合
上市規則的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常規守則」）。概無董事知悉有任何數據合理
地顯示，除下述者外，本公司於現時或期內任何時候存在不符合常規守則的情況。有關
偏離事項如下：

常規守則條文A�.�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制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
次。根據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董事由股東大會任免人任期不超過三年，且可連選連
任。本公司考慮到本公司經營管理決策實施的連續性，故章程內暫無明確規定董事輪流
退任機制，故對上述常規守則條文有所偏離。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馬新生

中國上海，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華國平，良威，徐苓苓，蔡蘭英，湯琪

非執行董事：馬新生，徐波，三須和泰，王德雄

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國明，張暉明，夏大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