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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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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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JINGKELONG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取得如下業績：

• 收入約為人民幣�,�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 毛利約為人民幣���,���,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0.�%。

• 毛利率約為��.�%, 較去年同期的��%增長約�.�個百分點。

• 母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 中期每股收益為人民幣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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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京客隆」）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之
未經審計合併業績。該未經審計合併業績已經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審核委
員會審閱。

中期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 4,100,924  �,���,���
銷售成本  (3,469,753 ) (�,���,��� )    

毛利  631,171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281,065  ���,���
銷售及分銷成本  (552,608 ) (�0�,��� )
行政開支  (116,822 ) (���,��� )
其他開支  (21,740 ) (��,��� )    

經營利潤  221,066  ���,���
融資成本 � (53,522 ) (��,0�� )    

除稅前溢利 � 167,544  ���,���
所得稅開支 � (41,206 ) (��,��� )    

期間溢利  126,338  �0�,���    

歸屬於:
 母公司持有人  102,968  ��,���
 少數股東權益  23,370  ��,���    

  126,338  �0�,���    

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
  －期間溢利 � 25.0分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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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期間溢利  126,338  �0�,���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除稅淨額  114  (��� )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26,452  �0�,���    

歸屬於: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  103,082  ��,�0�
 少數股東權益  23,370  ��,���    

  126,4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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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53,670  �,���,���
投資物業  23,460  �,���
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  236,789  ��,���
商譽  86,674  �0,�0�
無形資產  11,031  ��,0��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  7,005  ��,���
遞延稅項資產  16,754  ��,���
其他長期租賃預付款  54,493  ��,���    

非流動資產總額  2,289,876  �,���,���    

流動資產
存貨  937,626  ���,���
應收賬款 �0 806,405  �,���,���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647,654  ���,0��
應收貸款  –  �0,000
投資存款  150,099  –
已抵押存款  22,328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61,342  ���,���    

流動資產總額  3,225,454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 802,674  �,0��,���
債券  499,733  ���,���
應繳稅項  11,036  ��,���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549,252  ���,���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 1,421,824  �,���,000
長期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本期部分  200,000  –
應付股息  55,666  –
遞延收入－本期部分  730  �,���    

流動負債總額  3,540,9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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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淨流動資產/(負債)  (315,461 )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74,415  �,���,���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 230,000  ��0,000
遞延收入  2,265  �,���
遞延稅項負債  12,472  ��,���
其他負債  11,227  �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255,964  ���,���    

淨資產  1,718,451  �,�0�,���    

股本
母公司持有人應佔股本
已發行股本  412,220  ���,��0
儲備  1,100,977  ���,���
擬派末期股息  –  ��,���    

  1,513,197  �,���,���    

非控制性權益  205,254  ���,���    

股本權益總值  1,718,4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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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是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註冊地址為中國北京市朝陽區新源街��號。本公司於香港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
遮打道��號歷山大廈�0樓。

本集團主要在北京及周邊地區從事日用消費品零售及批發分銷業務。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是北京市朝陽副食品總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要
求編製。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告所要求的所有信息及披露內容，應與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告一併閱讀。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以人民
幣（「人民幣」）呈列，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調整到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負債淨值為人民幣���,���,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人民幣�,�0�,000元)。基於本集團獲取融資的歷史、可用的銀行信
貸額度、經營狀況、未來十二個月的營運資金預測及財務責任，董事認為，於可預見的未
來，本集團可獲得足夠的財務資源來滿足到期負債及經營業務的資金需求。因此，董事在
持續經營的基礎上編製該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2.1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除採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外，編製中期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之年度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

本集團採用的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以及若干非重大的準則及詮釋修訂，載於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附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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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採用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該等財務報表所適用的會計政策亦無重大變化。

3. 分部資料

出於管理需要，本集團按經營業務的產品和服務劃分業務單位，可報告的三個經營分部如
下:

(i) 零售業務分部通過本集團的百貨商場、大賣場、綜合超市及╱或便利店（「零售店舖」）
分銷生鮮食品、乾貨、飲料、加工食品及日常用品；

(ii) 批發業務分部向包括零售店舖、其它零售商及貿易公司在內的客戶批發日用消費品；
及

(iii) 「其它分部」，主要包括，塑料包裝材料的生產及商業設備的安裝及維護。

管理層監測各業務單位的經營業績，以做出關於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的決策。分部業績基
於經營利潤來評估，其計量在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中與除稅前溢利一致。

分部資料中包含所有資產及負債，不以集團為基準來管理資產或負債。

分部間銷售及轉移基於雙方同意的條款來進行。

本集團不依賴於任何銷售佔集團總收入�0%或以上的單個外部客戶。

因本集團所有收入均源自中國客戶且所有資產均位於中國，故不呈報地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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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

下表分別載列本集團經營分部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的收入及溢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零售  批發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外部客戶 �,���,���  �,���,���  �,0��  �,�00,���
 分部間銷售 –  ���,���  �,���  ���,�0�       

 �,���,���  �,��0,���  ��,�00  �,���,���

對賬:
分部間銷售抵銷       (���,�0� )       

經營收入       �,�00,���
       

分部業績 ��,���  ��,���  (�,��� ) ���,���       

除稅前溢利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零售  批發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外部客戶 �,���,���  �,���,���  �,���  �,���,���
 分部間銷售 –  ���,���  �,���  ���,�00       

 �,���,���  �,0��,��0  �,���  �,��0,���

對賬:
分部間銷售抵銷       (���,�00 )       

經營收入       �,���,���
       

分部業績 ��,��0  ��,���  (��� ) ���,���       

除稅前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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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分別載列本集團經營分部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
部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零售  批發  其他  合併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  �,�0�,�0�  ��,00�  �,���,��0

對賬:
分部間應收款抵銷       (���,��0 )       

總資產       �,���,��0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計)

 零售  批發  其他  合併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  �,���,���  �,�0�  �,���,���

對賬：
分部間應收款抵銷       (�,��� )       

總資產       �,���,���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即本集團營業額，指已售貨物的發票淨值，扣除相關稅項及銷售退回與商業折扣。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銷售貨物及商品:
 零售 2,208,363  �,���,0��
 批發* 1,865,244  �,���,���   

 4,073,607  �,���,���
特許專櫃銷售佣金 19,294  ��,���
其他 8,023  �,���   

 4,100,924  �,���,���
   

* 其數額包含對加盟店舖的銷售額人民幣�,���,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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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其他收入和收益
源自供應商的收入 198,566  ���,���
租金收入總額 53,338  ��,���
拆遷物業賠償淨額 –  �,���
利息收入 7,148  ��,���
政府補貼 4,337  ���
其他 17,676  �0,0��   

 281,065  ���,���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應於五年內全部償還銀行貸款利息 54,109  ��,��0
應於五年內全部償還債券利息 –  –
應於五年內全部償還其他借款利息 –  �,���   

 54,109  ��,���
減:資本化利息 (587 ) (�� )   

 53,522  ��,0��
   



- �� -

6. 除稅前溢利

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本集團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售出存貨成本 3,468,213  �,���,���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84,682  ��,���
 投資物業 253  ���   

 84,935  ��,���   

無形資產攤銷 1,443  �,00�
確認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 3,308  �,���
經營性物業租賃最低租金 77,342  ��,�0�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損失淨額 (107 ) ��0
應收賬款減值撥回 –  (��� )
存貨可變現淨值減值 –  �,�00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6,922  �,���
 其他員工成本
  工資、薪金及社會保障成本 228,378  ���,���
  退休福利供款 21,224  ��,���   

 249,602  ���,���   

員工成本 256,524  ���,���
   

外匯匯兌差額 (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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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本集團須按實體基準就產生或源於本集團成員公司註冊及經營所在稅收管轄權區域的溢利
繳納所得稅。本集團目前並無源於香港的任何應課稅收入，因此無需繳納香港利得稅。依
據中國現行所得稅法規定，本集團的企業所得稅依其各自應課稅收入按稅率��%繳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期所得稅－中國 41,395  ��,�0�
遞延所得稅 (189 ) (��� )   

 41,206  ��,���
   

適用於除稅前溢利按法定稅率計算的企業所得稅與按本集團的實際企業所得稅稅率計算的
企業所得稅，以及法定企業所得稅稅率與實際稅率分別對帳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除稅前溢利 167,544  ���,���
   

按中國法定所得稅率計算的所得稅 41,886  ��,���
不可扣稅支出 858  �,���
未確認稅項虧損 1,290  ���
非應課稅收入稅項影響 (940 ) (��� )
本期利潤彌補以前年度虧損 (1,765 ) –
其他 (123 ) (�� )   

本集團實際稅率稅項支出 41,206  ��,���
   

8.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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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於期間內應佔盈利及於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計算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盈利:
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溢利 102,968  ��,���
   

 股份數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股份:
期間用於每股基本盈利計算的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12,220,000  ���,��0,000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因本公司並未發
行潛在攤薄的普通股，因此並未調整相應期間內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

10. 應收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應收賬款 806,405  �,���,���
減值 –  –   

 806,405  �,���,���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信用期一般不超過六十日。對於有長期業務關係的主要客戶授予較長的
信用期。本集團設法嚴格控制其尚未收回之應收賬款，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就逾期未償還餘
額進行評審。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分佈於約�,��0名(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00名)客戶，此等客戶之債務額從人民幣�000元至人民幣���,�00,000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元至人民幣��0,�00,000元)。除應收北京首聯商業
集團有限公司（「首聯」）的賬款按年利率�.��%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計息外，其餘應收賬款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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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應收賬款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兩個月內 376,625  ���,���
兩個月至六個月 302,634  ��0,���
六個月至一年 45,251  ���,���
一年至兩年 81,895  ���,���   

 806,405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收賬款總額約人民幣�0,0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元)源自首聯，其到期未償還金額約人民幣�0,000,000元(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元)。董事認為，基於以下考慮，對上述款項無
須提取減值：

– 首聯已將一處位於北京的總值不低於人民幣��,�00,000元的土地及相關建築抵押給本
公司，用以擔保其到期的應收賬款。

11.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報告期間結束日，應付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兩個月內 622,633  ���,���
兩個月至六個月 144,439  ���,0��
六個月至一年 27,595  �,���
一年到兩年 5,418  �,0��
超過兩年 2,589  �,���   

 802,674  �,0��,���
   

應付賬款及票據不附帶利息，一般償還期限為六十天。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付票據總計人民幣��,�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00,000元)，由本集團總計約人民幣��,�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人民幣��,000,000元)的若干已抵押定期存款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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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本期部分
銀行貸款 - 無抵押 2011-2012  1,421,824  �0��  �,���,000
長期銀行貸款
 本期部分–有抵押 2012  200,000    –       

   1,621,824    �,���,000
非本期部分
銀行貸款–有抵押 2013  230,000  �0��-�0��  ��0,000       

   1,851,824    �,���,000
       

所有本集團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結算，分別按介乎於�.0%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0%至�.�%)的固定年利率計算利息。

(i) 有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抵押銀行貸款總計人民幣��0,000,000元，分別由
本集團若干樓房、投資物業和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作為抵押擔保，其賬面淨值分別
約為人民幣���,�00,000元、人民幣�,�00,000元和人民幣��,�00,000元。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抵押銀行貸款總計人民幣��0,000,000元，分
別由本集團若干樓房、投資物業和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作為抵押擔保，其賬面淨值
分別約為人民幣��0,�00,000元、人民幣�,�00,000元和人民幣��,000,000元。

(ii) 無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除總計人民幣��0,0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0,000,000元）的本集團銀行貸款分別由本公司和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北京
朝批商貿股份有限公司（「朝批商貿」）擔保以外，本集團其餘總計人民幣�,���,�00,000
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元）的銀行貸款無擔保。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運行總體良好，經濟增長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轉變，繼
續朝著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受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費升級及物價上漲等因素影
響，國內消費品市場保持了平穩較快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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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間，本集團以拓展規模增強實力為目標，以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為中心，穩步推
進零售和批發業務的同步發展，實現了業績的平穩增長。

零售業務

穩步拓展店舖網絡

報告期間，本集團繼續堅持區域化拓展策略，在北京及河北省新開零售店舖��間，其中
直營店�間（包括�間綜合超市和�間便利店），加盟便利店�間（同期終止了�間加盟便利店
的加盟協議）。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零售店舖總數為���間，包括���間直營店、��間特
許加盟店，總營運面積約�0萬平方米。下表列示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零售
門店數目和淨營運面積：

 百貨商場  大賣場  綜合超市  便利店  合計

零售門店數目：
 直營店 �  �  ��  ��  ���
 特許加盟店 –  –  �  ��  ��
 合計 �  �  �0  ���  ���         

淨營運面積（平方米）：
 直營店 ��,���  ��,���  ���,���  ��,��0  ���,���
 特許加盟店 –  –  �,0��  ��,000  ��,0��
 合計 ��,���  ��,���  ���,��0  ��,��0  �0�,���         

完善中央化採購管理體制，提升商品競爭力

推進採購買手制改革，修訂買手考核辦法。在對原有經濟指標考核的基礎上，增加了包
括新開渠道、源頭佔比、庫存周轉、海報信息準確率等管理指標的考核，不斷提高買手
採購能力；管理指標的增加，引導買手努力開發新的源頭渠道，對現有渠道則追溯源
頭，加快淘汰滯銷商品，重點引進品牌商品，商品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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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約佔全年三分之一強的雙休日以及節假日營銷的商品採購策略，通過早計劃、早落
實運作節日、節氣商品，確保貨源充足，滿足市場需求，提高了店舖整體銷售。

加強生鮮商品基地建設。上半年在河北省新建了兩個採購基地，使生鮮商品採購基地延
伸至全國��個省的�0個縣鎮；繼續推行訂單農業，增加駐地採購力量，通過及時捕捉第
一手市場信息，在種植計劃、品質控制等方面加強對基地農戶的指導，及時作出有效的
採購決策。「農超對接」不僅確保了門店生鮮商品即使在惡劣的氣候條件下仍能保證貨源
穩定、新鮮，同時解決了農戶在品種選擇及銷售渠道尋覓等方面的難題，與農戶實現互
惠互利和共同發展。

優化營銷方式，提升品牌影響力

豐富營銷手段，注重營銷效果。根據超市經營實際靈活調整促銷週期，形成雙周檔期為
主，單周專刊為輔，重大節日推出短期特刊三種DM形式；檔期促銷以震撼低價、專題
促銷、分類促銷形成三個價格層次；將文化營銷融入民俗節日促銷，引導節日消費；更
加注重提高促銷質量，制定了單店促銷及時點價格管理規定，嘗試調整特價商品運作模
式；逐漸從商品促銷向活動促銷轉變,增強趨勢分析和營銷效果分析，逐步建立起營銷方
式評估機制。

加強顧客忠誠度建設，提升會員服務水平。加強會員營銷力度，以會員驚爆價、會員獨
享價、會員日促銷回饋忠實顧客，有效刺激了會員消費，會員顧客增至近�00萬人；推廣
愛心服務卡、一卡通刷卡、繳費易等項目，拓寬服務領域，提升服務功能；制定店舖意
外事件報警制度、修訂服務中心和店舖員工行為規範，不斷完善服務制度；組織客服體
系專題培訓、開展學習服務明星系列活動，提高了整體服務素質，樹立了良好的京客隆
品牌形象。

提升物流配送功能，提高統一配送效率

常溫商品配送中心完成升級改造，物流價值逐步顯現。配送各環節全程實現RF手持終端
操作，商品輸送線的啟用實現商品驗收、入庫、上架三位一體作業模式，徹底改變了傳
統人工勞作模式。系統ABC分析功能開始使用，理貨區電子標籤安裝與調試基本完成，
提高了整體配送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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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鮮食品加工工藝及配送效率。修訂了蔬菜加工工藝表，為滿足店舖多樣化需求，
開發了損耗小、附加值高的小包裝、簡易包裝、捆菜等多種加工方式，提高了毛利水
平；嘗試在有條件的農產品採購基地開展直送店舖的服務，確保生鮮商品的新鮮度，提
升生鮮商品配送效率。

設備升級技術創新，鞏固信息系統基礎

為提高信息系統運行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完成了所有店舖服務器更新工作，將總部存儲
資源與計算資源分離，完成了內部存儲資源的整合；繼續挖掘信息系統決策支撐作用，
根據部門使用需求，開發了人力資源系統、會員營銷系統、資產統一管理系統，加強了
總部集中管控能力，提高了工作效率；開展了門店自動收銀及電子價簽的可行性研究，
為企業發展進步提供技術保障。

零售經營業績（未經審計）

下表載列對來自本集團直營大賣場、綜合超市、便利店及百貨商場的零售收入的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直營零售店舖:
 大賣場 594,510  ���,���  13.1
 綜合超市 1,448,812  �,0��,���  42.8
 便利店 159,859  ���,���  12.9
 百貨商場 24,476  ��,���  54.1
 (包括佣金收入) (19,294 ) (��,��� ) 55.3

零售收入合計 2,227,657  �,���,���  31.2   

直營大賣場、綜合超市及便利店毛利率(%) 16.4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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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間本集團零售收入增長約��.�%, 主要歸因於：(i)二零一零年末收購的北京首聯超
市有限公司（「首超」）�0間店舖於報告期間的銷售貢獻約���,���,000元；(ii)報告期間，同
店銷售增長約�0.�%; (iii)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及報告期間新開店舖的銷售貢獻；及(iv)報告
期間物價上漲明顯，帶動銷售增長。

報告期間直營大賣場、綜合超市及便利店的毛利率約為��.�%，比去年同期的��.�%下降
約0.�個百分點，主要歸因於：（i）由於市場競爭的加劇，為了保證市場份額，集團在報告
期間開展了一系列較大力度的促銷，讓利給消費者，以吸引客流；及（ii）首超拉低了集團
零售業務的毛利率，因首超收購之後會經歷一段時間提升其經營管理效率及效益以逐步
達到京客隆店鋪的毛利率水平。

批發業務

繼續推進品牌及網絡覆蓋。加強與供貨廠商的合作，爭取更廣泛的代理權限，上半年新
增合作廠家�0家，新增代理品牌��個；針對市場需求變化，新設立了專門推廣進口商品
的銷售部門，去年下半年新設立的郊區子公司、營業部業務穩定增長，在北京市場的佔
有率繼續擴大。

加強物流分銷體系建設。北京物流分銷中心繼續提升物流自動化水平，五號庫自動化分
揀系統順利上線，更新了關鍵技術和設備，提高了設備利用率和現代化程度，降低了出
貨差錯率，揀配貨效率進一步提升；繼續加強第三方物流配送業務，除為��家廠商開展
物流配送服務外，啟動了為部分大型零售商全面代理物流配送的服務，邁出了朝批商貿
物流社會化的關鍵一步，穩固了朝批商貿與零售商之間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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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經營業績（未經審計）

批發業務的收入及毛利率呈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於朝批商貿及其附屬公司所確認的收入 2,122,344  �,���,���  15.8
減：分部間銷售 (265,524 ) (���,��� ) 2.3
銷售予加盟店舖* 8,424  ���,���  –95.7   

批發業務合併收入 1,865,244  �,���,���  5.5   

毛利率** (%) 11.7  �0.�  1.4   

*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收購了首超�00%股權，收購完成後，本公司對首超
的銷售作為分部間銷售合併抵銷，因此報告期間本公司對加盟店的銷售下降至約人民幣
�,���,000元。去年同期對加盟店的銷售包含了本公司依據與首超簽署的加盟協議對首超的
銷售額約人民幣���,��0,000元。報告期間本集團零售業務收入中包含了首超實現的銷售收
入約人民幣���,���,000元。

** 指於朝批商貿及其附屬公司確認的毛利率，包含其分部間銷售。

報告期間，於朝批商貿及其附屬公司確認的批發收入增長��.�%，主要是由於：(i)與供應
商組織較多大力度促銷活動增大市場份額；(ii)高檔酒類及食用油銷售增加；(iii)去年下
半年新設的子公司及郊區營業部帶來的銷售貢獻；及(iv)報告期間新增代理品牌的銷售貢
獻。

報告期間，朝批商貿及其附屬公司確認的毛利率從同期的�0.�%提升至��.�%, 主要是由
於：(i)進行了持續的商品結構調整，高毛利率商品的銷售佔比增加；(ii)在物價持續上漲
期間，批發業務的大量存貨能夠實現更高的毛利率；及(iii)隨著業務規模的增加，對廠家
的議價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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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增長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4,100,924  �,���,���  18.3
毛利 631,171  ���,���  30.1
毛利率(%) 15.4  ��.0  1.4
期間溢利 126,338  �0�,���  22.2
淨利潤率(%) 3.08  �.��  0.1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102,968  ��,���  21.9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淨利潤率(%) 2.5  �.�  0.1

收入

報告期間，本集團的收入增長約��.�%。主要歸因於�0.�%的同店銷售增長、新開店鋪的
銷售貢獻以及��.�%的批發收入增長。

毛利與毛利率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毛利比去年同期增長約�0.�%, 與收入的增幅相稱。毛利率從同期
的��%提升至��.�%，主要由於批發業務的毛利率比同期提升了�.�個百分點。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報告期間，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增長約��.�%。該增長主要歸因於毛
利、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增長。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主要通過內部產生的現金流及銀行貸款支付營運所需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000元（主要包括物業、
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0,000元），非流動負債約人民幣���,���,000元（主要包括附
息銀行貸款約人民幣��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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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約人民幣�,���,���,000元。流動資產主要包
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000元，存貨約人民幣���,���,000元，應收賬款約
人民幣�0�,�0�,000元及預付款、按金約人民幣���,���,000元。流動負債淨值約人民幣
�,��0,���,000元。流動負債主要包括應付賬款及票據約人民幣�0�,���,000元，附息銀行
貸款約人民幣�,���,���,000元，及其他應付款項與預提費用約人民幣���,���,000元。

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款總額約人民幣�,���,���,000元，包括有抵押短期
銀行貸款約人民幣�00,000,000元，無抵押短期銀行貸款人民幣約�,���,���,000元及有抵
押非本期銀行貸款約人民幣��0,000,000元。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承擔�.0%-�.�%的年利
率。有抵押銀行貸款由本集團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約人民幣���,�00,000元的若
干房屋、投資物業及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擔保。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人民幣��,�00,000元的若干定期存款為約人民幣
��,�00,000元的應付票據提供擔保。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淨資產負債比率*為��.�%，略低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

* 指【借款總額（包括債券） –已抵押存款與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股本權益總值

外匯風險

本集團所有營運收入及支出主要以人民幣列值。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經營及資金流動未因貨幣匯率的波動而受到任何重大影響。

員工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境內共有�,���名僱員（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名）。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及監事酬金)總計約人民幣���,���,000
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人民幣���,000,000元)。本集團僱員（包括董事及監事）薪酬依據
職務（崗位）、經驗、業績及市場水平確定，以維持具有競爭力的薪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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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重大或然負債。

期後事項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無重大期後事項。

建議A股發行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四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及H股股東及內資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考慮
並批准了延長有關發行A股和授權的決議案的有效期的議案。關於建議A股發行的詳情請
參考本公司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及二零一一年五月四日刊發的通函。

收購京超86%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以人民幣���,���,000元（包括現金人民幣�0,000,000
元及應收賬款人民幣���,���,000元）向首聯收購了北京京超商業有限公司（「京超」）��%的
股權。自此，京超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關於該收購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
一年一月十八日刊發的公告。

展望

二零一一年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至二零一五年，
中國的城市化率將達到��.�%，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不低於�%，社會消費品總額年
均名義增速將達到��%。今年下半年，預計政府將繼續在穩定物價、房價、提高員工工
資、創新發展、產業升級等方面出台各項政策。本集團相信，在中國經濟積極轉型的時
期，本集團所處的零售及批發行業將發揮基礎作用，同時也面臨新的發展機遇。

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堅持既定的發展戰略，加快企業拓展步伐，夯實企業
管理基礎，全面提升核心競爭能力，繼續鞏固和擴大在大北京地區的區域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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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除下文所述有關董事輪流退任事項以外，本公司於報告期間符合香港聯交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常規
守則」）的原則及所有規定條文。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的證券交易採納了一套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之關於董事的證券交易標準的行為守則。本公
司經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其於報告期間遵守了關於證券買賣準則及行為守
則。

董事會

常規守則條文A�.�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
一次。根據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董事由股東大會任免，任期不超過三年，且可連選連
任。本公司考慮到本集團經營及管理政策實施的連續性，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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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獨立核數師考慮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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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本集團二零一一年未經審計的中期
合併業績。審核委員會認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財務
報告符合適用的會計標準、聯交所要求及香港法律規定，並已做出適當披露。



- �� -

權益披露

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
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者）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條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持倉（包括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規定，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條規定須記入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
錄十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內資股之好倉

   佔已發行 佔已發行
  所持的內資股 內資股總數 總股本
姓名 身份 的股數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 (%)

衛停戰 個人 �,���,��� 0.�� 0.��

李建文 個人 �,���,��� 0.�� 0.��

李春燕 個人 ���,��� 0.�� 0.�0

劉躍進 個人 ���,��� 0.�� 0.0�

顧漢林 個人 �,0��,��� 0.�� 0.��

李順祥 個人 �,��0,��� �.�� �.��

楊寶群 個人 �,0��,0�� 0.�� 0.��

劉文瑜 個人 ���,��� 0.�� 0.0�

姚婕 個人 ���,0�0 0.0� 0.0�

王虹 個人 ��,���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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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或彼等的聯繫人於本公司或任何聯繫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者）的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概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
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規定須記入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
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
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第�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
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規定須記入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如下：

本公司內資股之好倉

   佔已發行 佔已發行
  所持內資股 內資股總數 總股本的
姓名 身份 的股數 的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 (%)

北京市朝陽副食品總公司 實益擁有人 ���,�0�,�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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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H股

 所持有  佔已發行  佔已發行的
 已發行  H股總數的  總股本的
名稱 H股股數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  (%)  (%)

Cheah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附註�) ��,���,000(L)  ��.�0(L)  �.��
Cheah Cheng Hye （附註�) ��,���,000(L)  ��.�0(L)  �.��
Cheah Company Limited（附註�) ��,���,000(L)  ��.�0(L)  �.��
Hang Seng Bank Trustee International
 Limited（附註�) ��,���,000(L)  ��.�0(L)  �.��
To Hau Yin （附註�) ��,���,000(L)  ��.�0(L)  �.��
Value Partners Group Limited（附註�) ��,���,000(L)  ��.�0(L)  �.��
Value Partners Limited（附註�) ��,���,000(L)  ��.�0(L)  �.��
JPMorgan Chase & Co.（附註�) ��,���,000(L)  ��.��(L)  �.0�
 �,���,000(P)  �.0�(P)  �.��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附註�) ��,���,000(L)  �.��(L)  �.0�
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附註�0) ��,�0�,000(L)  �.0�(L)  �.��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附註��) ��,0��,000(L)  �.��(L)  �.��
Genesis Asset Managers, LLP（附註��) ��,���,000(L)  �.��(L)  �.0�

(L) –好倉
(P) –可供借出的股份

附註：

�. Cheah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被視為持有Value Partners Group Limited ��.��%的權益，
因此被視為於Value Partners Limited所持有的��,���,000股H股中擁有權益。

�. 此等��,���,000股H股由謝海清以酌情信託成立人的身份持有。

�. Cheah Company Limited被視為持有Cheah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00%的權益，因此，
其被視為於Value Partners Limited所持有的��,���,000股H股中擁有權益。

�. 此等��,���,000股H股由Hang Seng Bank Trustee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受托人身份持有。

�. 此等��,���,000股H股由杜巧賢以謝海清之配偶身份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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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Partners Group Limited直接持有Value Partners Limited�00%的權益，因此其被視為於
Value Partners Limited所持有的��,���,000股H股中擁有權益。

�. 此等��,���,000股H股由Value Partners Limited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 此等��,���,000股H股由JP Morgan Chase & Co.持有，其中�,���,000股H股以保管人法團╱
核准借出代理人持有，其餘��,���,000股H股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被視為持有一家公司�00%的權益，而該家公司持有
��,���,000股H股，因此，其被視為於該��,���,000股H股持有權益。

�0. 此等��,�0�,000股H股由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Ltd.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 此等��,0��,000股H股由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以投資經理
身份持有。

��. 此等��,���,000股H股由Genesis Asset Managers, LLP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本公司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本公司的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
相關股份或債券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記入本公司持有登
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衛停戰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
二零一一年八月五日

於本公告公佈之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衛停戰先生、李建文先生、李春燕女士及劉躍進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顧漢林先生及李順祥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利平先生、 
陳立平先生及蔡安活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