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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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YURUN FOOD GROUP LIMITED
中 國 雨 潤 食 品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8）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增長比率

營業額 16,456  �,���  ��.�%
核心淨利潤# 1,213  ��0  �0.�%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609  �,�0�  ��.�%
每股基本盈利（港幣元） 0.887  0.���  ��.�%

‧ 營業額及核心淨利潤在期內分別大幅增加��.�%及�0.�%，主要原因為生豬價格在
期內顯著上升及集團屠宰量有所增加。

‧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每股基本盈利比去年同期分別上升��.�%及��.�%。

# 核心淨利潤指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扣除政府補貼、負商譽及滙兌收益後的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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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中國雨潤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截至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的中期財務報表雖未經審核，但已由畢馬威會計師
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
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無重大修訂審閱報告已載於將寄送各股東的
中期報告中。本公司的業績已經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 16,456,078  �,���,���

銷售成本  (14,390,032 ) (�,���,��� )    

毛利  2,066,046  �,���,���

其他經營收入 � 387,441  ���,�0�
分銷開支  (363,605 ) (�00,��0 )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356,020 ) (���,��� )    

經營業務利潤  1,733,862  �,���,���    

財務收入  82,763  �0,���
財務開支  (95,142 ) (��,��� )    

財務開支淨額 �(a) (12,379 ) (��,��� )    

分佔聯營公司的虧損（扣除所得稅）  (274 ) (��� )    

分佔合營公司的虧損（扣除所得稅）  (168 ) –        

除所得稅前利潤 � 1,721,041  �,���,���

所得稅開支 � (106,024 ) (��,��� )    

期內利潤  1,615,0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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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608,850  �,�0�,���
非控制性權益  6,167  �,�0�    

期內利潤  1,615,017  �,���,0��    

每股盈利

基本（港幣元） �(a)  0.887   0.���    

攤薄（港幣元） �(b)  0.8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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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利潤  1,615,017  �,���,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境外業務外幣換算差額  231,041  �0�,���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期內確認之
 公允值儲備變動淨額  –  (�� )    

  231,041  �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846,058  �,���,���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839,056  �,���,���
非控制性權益  7,002  �,0�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846,0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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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761,602  �,0��,���
投資物業  209,825  ���,���
預付租賃款項  2,785,704  �,���,�0�
商譽  91,565  �0,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274  �,���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23,428  ��,�0�
非流動預付款項  707,160  ���,���
遞延稅項資產  20,751  �0,���    

  13,605,309  ��,�0�,���    
流動資產
存貨  1,252,488  �,���,���
其他投資  –  �,���
預付租賃款項之本期部份  60,717  ��,���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1,470,263  �,���,���
可收回所得稅  513  �,���
質押存款  504,571  ���,���
定期存款  3,115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426,548  �,���,���    

  10,718,215  �,���,0�0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4,417,201  �,���,���
融資租賃負債  537  ���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 2,800,751  �,���,���
應付所得稅  13,880  ��,���    

  7,232,369  �,���,���        

流動資產淨值  3,485,846  �,��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7,091,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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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724,758  ���,���
融資租賃負債  173,495  ��0,���
遞延稅項負債  202,732  ���,���    

  1,100,985  ���,���        

資產淨值  15,990,170  ��,���,���    

權益

股本  181,442  ���,���
儲備  15,755,937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5,937,379  ��,���,�0�

非控制性權益  52,791  ��,���    

權益總額  15,990,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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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  2,282,314  ���,���

已付稅款  (100,198 ) (��,��� )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2,182,116  ���,���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622,233 ) (���,��� )

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786,662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346,545  �,���,�0�

於一月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972,385  �,���,���

匯率波動對所持現金之影響  107,618  ��,���    

於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426,5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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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
編製，當中包括遵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
的規定。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獲批准刊發。

除預期於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更外，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
政策與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該等會計政策變更的詳情載於附註�。

2 會計政策變更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會計期間生效的對《國際財務準則》的修
訂及一項新詮釋。

此準則改進主要說明適用於本集團財務報告的若干披露要求。此準則改進對本中期財務報
告的內容沒有重大的影響。

除上文所述外，本集團在本中期財務報告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對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在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本集團並未於本會計期間應用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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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a) 分部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提呈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以供調
配資源及評估分部業績之本集團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冷鮮肉及冷凍肉 深加工肉製品 總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外收益 14,276,531  �,��0,���  2,179,547  �,���,���  16,456,078  �,���,���
分部間收益 648,904  ���,�0�  –  –  648,904  ���,�0�           

分部收益總額 14,925,435  �,���,���  2,179,547  �,���,���  17,104,982  �,���,���
           

期內折舊及攤銷 (151,726 ) (�0�,��� ) (35,404 ) (��,��� ) (187,130 ) (���,��� )

政府補貼 324,840  ���,��0  33,136  �,���  357,976  ��0,���

分部利潤 1,359,425  �,���,�0�  384,795  ���,���  1,744,220  �,���,���

所得稅開支 (3,456 ) (�0,��� ) (102,413 ) (��,��� ) (105,86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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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呈報分部收益及利潤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分部收益總額 17,104,982  �,���,���
分部間收益對銷 (648,904 ) (���,�0� )   

綜合收益 16,456,078  �,���,���
   

利潤

分部利潤 1,744,220  �,���,���
分部間利潤對銷 4,488  (�,��� )   

本集團來自對外客戶的分部利潤 1,748,708  �,���,���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274 ) (��� )
分佔合營公司虧損 (168 ) –
財務開支淨額 (12,379 ) (��,��� )
所得稅開支 (106,024 ) (��,��� )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的費用 (14,846 ) (��,��� )   

期內綜合利潤 1,615,017  �,���,0��
   

4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政府補貼 357,976  ��0,���
確認業務合併產生的負商譽 –  ���,���
租金收入 11,294  ��,���
銷售廢料 3,373  �,���
其他 14,798  ��,���   

 387,4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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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前利潤

除所得稅前利潤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財務開支淨額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99,552  ��,���
減︰撥作在建物業資本化利息開支 (11,413 ) (�,��� )   

 88,139  ��,���
銀行費用 3,828  �,���
租賃承擔利息 3,175  �,0��
外匯收益淨額 (37,521 ) (�,��� )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0,556 ) (��,��� )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收益淨額 (11,589 ) (��� )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 (13,097 ) (�,��� )   

 12,379  ��,���
   

(b) 其他項目

減值虧損╱（減值虧損撥回）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461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193  –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24,795  ��,���
折舊 163,037  ���,�0�
有關土地使用權和物業經營租賃費用
－最低租賃付款 11,850  �,���
－或有租金 4,051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5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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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開支 84,902  ��,���
遞延稅項開支 21,122  ��,���   

 106,024  ��,���
   

(a) 根據百慕達及英屬維京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於百慕達及英屬維京群島毋須繳納
任何所得稅。

(b)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須繳納香港利
得稅的應課稅利潤，故本集團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c)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法規，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屬下的
中國公司須按稅率��%（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繳納中國企業所
得稅，惟下列情況除外：

(i) 本集團屬下的中國外商投資企業享有稅項減免期，該等企業自其首個獲利年度
起兩年豁免繳納所有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獲中國企業所得稅減半優惠。
即使各公司尚未獲利，惟稅務優惠期將視作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而尚
未享用的稅務優惠期可繼續享用直至屆滿為止。

(ii) 所有從事農產品初加工業務的企業均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因此，本集
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從屠宰業務所得利潤均
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iii) 根據新政發(�00�)第��號及與新疆石河子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簽訂的投資協
議，新疆雨潤食品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年度享有按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
��%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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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中國稅法，境外投資者從所投資的外資企業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賺取之利潤
所收取相關的股息須支付�0%預扣稅，除非稅務條款予以減少。根據中國與香港訂立
的稅務安排，在香港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須繳納預扣稅，按彼等自中國附屬公司收取
股息的�%計算。因此，倘中國附屬公司於可見預計未來分派盈利，則須就其未分派
保留盈利確認遞延稅項。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附屬公司未分派溢利的暫時差額為港幣�,���,���,000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00元）。由於本集團控制該等附
屬公司的派息政策，本公司並無為其中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分派溢利 
港幣���,���,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000元）確認遞延稅項
負債港幣��,���,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00元），且決定可能
不會於可見將來分派該等溢利。

(e) 根據中國稅法，於中國境外成立而實際管理機構位於中國境內的企業或會視作中國居
民企業就其全球收入按��%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本集團或會被認定為中國居民
企業，其全球收入須以��%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在若干情況下，中國居民企業
自另一中國居民企業收取的股息將獲豁免繳稅，惟不能保證本集團合資格獲得此項豁
免。

(f)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實際稅率為�.�%（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港幣�,�0�,��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0�,���,000元）及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000股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調整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視為發行股份的影響後，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
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港幣�,�0�,��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港幣�,�0�,���,000元）及攤薄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000股（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0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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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發票日期呈報的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以及於結算日的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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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 �0日內 470,609  ���,0��
－ ��日至�0日 238,422  �0�,���
－ ��日至��0日 33,708  ��,���
－ ��0日以上 32,820  �,���   

 775,559  ���,���
減：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 (7,275 ) (�,��� )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扣除減值虧損） 768,284  ���,���
應收票據 6,020  ��,���
可抵扣增值稅 523,337  ���,���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624  ���
按金及預付款項 73,110  ��,�0�
衍生金融工具 29,440  ��,���
其他 69,448  ��,���   

 1,470,263  �,���,���
   

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按發票日期呈報的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以及於結算日的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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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 �0日內 894,924  ��0,���
－ ��日至�0日 94,024  �0,���
－ ��日至��0日 18,510  ��,��0
－ ��0日以上 23,047  ��,���   

應付貿易賬款總額 1,030,505  ���,���
應付票據 21,641  –
預收款項 313,506  ���,���
客戶按金 101,942  ��,0��
應付薪金及福利 101,797  ���,���
應付增值稅 2,967  ���
應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款項 549,460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78,933  ���,00�   

 2,800,7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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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a) 中期報告期間應向股權持有人派付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結算日後擬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每股港幣0.�0元） 399,172  ���,���
   

結算日後擬派發的中期股息並未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b) 於中期報告期間獲批准上一財政年度應向股權持有人派付的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中期報告期間獲批准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
 每股港幣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每股港幣0.��元） 362,883  ���,���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元（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港幣0.�0元）。中期股息將於約二零一一年
九月十四日（星期三）派發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 
股東。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
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獲派發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須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一併送達本公司於香港
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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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

行業回顧

於回顧期內，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持續向好，國內消費市場亦不斷擴大，其中優質肉製品
市場更在消費者可支配收入進一步提高及對優質肉製品需求的推動下，繼續保持良好的
增長勢頭。然而，原材料、人力及運輸成本在回顧期內的大幅上升卻為中國豬肉製品行
業帶來了重大的挑戰。本集團相信憑借其不斷優化的全國性生豬屠宰產能布局、靈活的
上下游業務板塊組合和著眼長遠發展的市場擴張策略，加上中央和地方政府扶農增收政
策的支持，於回顧期內再次成功克服了種種挑戰，延續了業務和盈利的穩健及可觀增
長。

回顧期內，中央政府繼續貫徹促進中國生豬屠宰行業的有序發展，實現《全國生豬屠宰行
業發展規劃綱要（�0�0-�0��年）》的方案，大力推動屠宰行業的整合，進一步保障全國生
豬屠宰行業的持續穩定發展。

飼料價格及勞動成本在回顧期內上漲，加上生豬養殖周期的影響，導致國內生豬價格同
比大幅上揚，對生豬屠宰及肉製品行業的營商環境構成嚴峻的挑戰。然而中國經濟持續
良好發展勢頭和受到中央政府有利的行業政策支持，加上中國消費者對高質量豬肉產品
的需求，將繼續為中國肉製品市場和業內大型屠宰企業的發展提供業務機遇。

業務回顧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憑藉產品質量、品牌優勢及議價能力、領先的全國市場及產
能擴充布局，在國內生豬價格大幅波動和生豬供應緊張的挑戰下，繼續保持業績穩步上
揚的勢頭。本集團繼續以冷鮮肉和低溫肉製品作為附加值較高的產品作為本集團業務擴
張的主要動力。

產品質量和研發

本集團在高度重視食品安全的營運理念下，同時繼續壯大研發團隊，集中於中高端產品
的研發，開發具備市場競爭力的新產品，維持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進一步鞏固其行業
龍頭企業的領導地位。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加速及居民消費水平不斷提高，市場對優質
中高端肉製品的需求相應增加，本集團上下游業務的總銷售量（佔抵銷內部銷售前）於回
顧期內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萬噸至��.�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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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

冷鮮肉和低溫肉製品作為本集團毛利率和附加值較高的高端產品，在回顧期內依然擔當
帶動其整體業務及盈利增長的重要角色。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冷鮮肉銷售額達 
港幣���.��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一倍，佔抵銷內部銷售前本集團總營業額約��%（二零
一零年上半年：��%），佔上游屠宰業務營業額約��%（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低溫
肉製品的營業額為港幣��.��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0%，佔抵銷內部銷售前本集團總
營業額約��%（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佔下游深加工肉製品業務營業額約��%（二零
一零年上半年：��%）。

生產設施及生產能力

為擴大市場佔有率和滿足市場對本集團產品的需求，本集團繼續通過興建新廠房、選擇
性收購及現有生產設施升級改造以擴充生產能力。

上游屠宰方面，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上游屠宰年產能達到�,�00萬頭，較
二零一零年年底增加了��0萬頭。未來數年，本集團將繼續落實其產能擴張策略，以於
二零一五年底上游屠宰產能達到�,000萬頭為目標，進一步鞏固其業內龍頭企業的領先地
位，迎接行業整合規模擴大帶來的巨大商機。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下游深加工肉製品業務的年產能與去年年底一
樣，為�0.�萬噸，而未來數年亦將會繼續有序擴展，建設的重點以補充市場覆蓋、減少
瓶頸及提升重點設施為主。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位於南京，設計年產能達到�0萬噸的深
加工肉製品生產基地已穩步進行建設，預計於二零一二年分批投產，到時可大幅提升下
游產能。

財務回顧

本集團在二零一一年上半年錄得營業額港幣���.��億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億元大
幅增加��.�%。回顧期內生豬價格雖十分波動，但得益於「雨潤」品牌優勢及領先的全國產
能布局，本集團產品在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銷量繼續提升，其中上游冷鮮肉的銷售量較
去年同期大幅增加��.�%。此外，本集團亦依舊執行隨行就市的定價政策，上游產品的平
均售價隨著生豬價格於回顧期內大幅上升而上調，因此帶動其營業額由二零一零年上半
年的港幣��.�0億元顯著增加��.�%至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港幣���.��億元。而下游產品
則受惠於品牌效應及其定價能力、產品組合的優化，以及市民對高質量肉製品需求，帶
動其在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銷售額較去年同期上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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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淨利潤港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港幣��.0�億元），
較去年同期顯著上升��.�%。每股攤薄後盈利為港幣0.���元，較去年的港幣0.���元增長
��.�%。扣除政府補貼、負商譽和匯兌收益後的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即本集團的核心淨
利潤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港幣�.�0億元），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0.�%。

營業收入

冷鮮肉及冷凍肉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屠宰量較去年同期增長��.�%。通過靈活的分銷策略和產能布局，集
團繼續擴大市場佔有率，維持強大的競爭優勢以鞏固其業內的領導地位。

上游業務在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整體銷售收入（抵銷內部銷售前）比去年同期增加��.�%至
港幣���.��億元。其中，冷鮮肉佔上游總營業額比例繼續上升至約��%（二零一零年上半
年：��%），達到港幣���.��億元，較去年同期攀升超過一倍。貫徹本集團的策略，冷凍
肉佔上游業務總營業額約��%（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銷售額為港幣��.��億元， 較
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

深加工肉製品

回顧期內，本集團深加工肉製品銷售額為港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港幣��.��
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0%。深加工業務能繼續保持良好的增長勢頭，主要得益於品
牌效應和有效的市場推廣策略，加上本集團不斷優化產品結構和推出高附加值的新產
品。

其中，低溫肉製品在回顧期內的營業額為港幣��.��億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億元
增加��.0%，佔深加工業務收入約��%（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繼續成為深加工業務
的主要收入來源。高溫肉製品的營業額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港幣�.��億
元），佔深加工業務收入約�%（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總體毛利從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港幣��.��億元增加��.�%至回顧期內的港幣�0.��
億元；整體毛利率則較去年同期的��.�%下降�.�個百分點至��.�%，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
毛利率較下游產品為低的上游產品銷售大幅上升及上游冷鮮肉毛利率稍為下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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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游業務方面，冷鮮肉和冷凍肉的毛利率分別為�0.�%和�.�%（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及�.�%）。因生豬價格於期內上升速度太快而冷鮮肉的調價受到技術性滯後的影
響，上游的整體毛利率比去年同期的�0.�%下降0.�個百分點至�.�%。

在下游深加工肉製品方面，低溫肉製品毛利率為��.�%，較去年同期的��.�%微降0.�個
百分點；高溫肉製品毛利率為��.�%，比去年同期下降�.�個百分點。下游整體毛利率為
��.�%，較去年同期的��.�%減少了�.�個百分點。毛利率下降的原因為豬肉及其他輔料價
格於期內持續上升。

其他營業收入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其他經營收入為港幣�.��億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億元有所減
少。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補貼和負商譽；其中按政府確認函為入賬基礎並已收取
現金的政府補貼收入為港幣�.��億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億元有所減少。本年期內並
無負商譽收入，而去年同期的負商譽收入為港幣�.��億元。

經營費用

經營費用包括分銷開支和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經營費用為港幣�.�0
億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億元增加��.�%，經營費用佔本集團營業額�.�%，較去年
同期的�.�%下降�.�個百分點，顯示本集團在業務迅速擴張的同時，也能有效控制經營的 
開支。

經營業務利潤

本集團回顧期內的經營業務利潤為港幣��.��億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億元上升
��.�%。

財務開支淨額

本集團回顧期內的財務開支淨額為港幣�,���萬元，而去年同期為港幣�,��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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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得稅開支為港幣�.0�億元，較去年同期的 
港幣0.��億元上升��.�%。實際稅率為�.�%，與去年同期的�.�%持平。

淨利潤

綜合以上因素，淨利潤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港幣��.0�億元大幅上升��.�%至二零一一
年上半年的港幣��.0�億元。回顧期內淨利潤率為�.�%，較去年同期的��.�%下降�.�個百
分點。本集團的核心淨利潤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港幣�.�0億元），較去
年同期上升�0.�%。總體而言，本集團在多方面都實現了可觀的增長，也再一次體現了本
集團在發展策略方面的優勢以及業務運營方面的能力。

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財務資源主要來自回顧期內經營活動所得現金。回顧期內本集團從經營活動取
得的現金淨額為港幣��.��億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結餘加上為銀行貸款
所抵押的存款合共港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港幣��.��億元增加港
幣��.��億元。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於扣除投資活動開支後為盈餘
狀態。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償還之銀行貸款為港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的港幣��.��億元增加港幣��.��億元。其中港幣��.��億元之銀行貸款於一
年內到期，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港幣��.��億元。本集團在回顧期內動用資
金作策略性收購及生產設施投資，但仍保持穩健的財務管理，擁有充足的流動資金，以
應付日常的運作及其他資金的需求。

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總資產和總負債分別為港幣���.��億元和港幣��.��億
元，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增加了港幣��.��億元和港幣��.��億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為港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升港幣��.��億元。其中包括港幣��.�0億元的在建工程項目，在建工程
項目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不計提任何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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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預付租賃款項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0�億元），此乃本集團之土地使用權成本，按相關使用年期內以直線法攤銷。

本集團之非流動預付款項為購入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於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為港幣�.0�億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為港幣���.��億元，較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港幣���.��億元增加了港幣��.0�億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總債務╱總資本比率（以包括銀行貸款和融資租賃負
債的總債務，除以總債務及權益總額計算）為��.0%，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增加�.�個百分點。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淨現金狀態。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面值為港幣�,�0�萬元的物業及面值為港幣�,��0萬
元的預付租賃款項（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港幣�,���萬元及港幣�,���萬元）
被用以抵押合共港幣�,���萬元之本集團若干銀行貸款（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
幣�,0��萬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港幣�.�0億元的已抵押銀行貸款由以人民幣計值
的質押銀行存款港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作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內公司間合共港幣�.0�億元的應付票據（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港幣�.��億元）由質押銀行存款港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億元）作抵押。合共港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億
元）的本集團內公司間應付票據獲貼現並有追索權得到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億元）。

其他發展

於回顧期末段，若干媒體就本集團的業務及運營作出了若干負面失實報導。董事會嚴正
看待這些報導對集團作出的指責，就此，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至八月期間作出了
正式的澄清，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上述期間內發布的澄清公告。

董事會注意到集團近期的下游深加工肉製品銷售未如董事會預計理想，董事會不排除是
由於近期連續的負面報導對集團業務造成的影響。然而董事會在此強調，本集團面對目
前的不明朗環境和未來各種挑戰，將一如既往盡心做好本份，為長遠的發展繼續努力，
以回饋各位股東對集團的支持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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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重大投資、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以及未來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資產
的計劃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本集團以港幣���.�萬元出售伊藤食品（北京）有限公司的所有權益予
第三方。除此以外，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概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或有關附屬公司的重大收
購及出售。於本公告日，本集團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資產的計劃。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匯價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除購買某些設備和材料及支付若干專業費使用美元、歐元或港幣外，本集團的業務主要
以人民幣進行結算。人民幣為於中國運營的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並不可自由兌換為外
幣。本集團已訂立歐元遠期合約，本集團會考慮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外幣的匯率走勢及
本集團的現金流的需要去監察其狀況，以確保其面對的風險保持在可接受水平。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國內和香港合共聘用員工約��,��0名（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名）。回顧期內的員工成本總額為港幣�.0�億元，佔營業額�.�%（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億元，佔營業額�.�%）。

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和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退休金供款計劃等社會保險計劃，並設
有按表現計算的獎勵花紅以及購股權計劃，鼓勵僱員進行創新及改進，這做法與行業慣
例相若。此外，本集團亦投入資源為管理人員和其他僱員提供持續教育及培訓，旨在不
斷改善員工的技術及知識水平。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並確信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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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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其董事買賣證券之行為守則。經本公
司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除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0,000股本公司股份外，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以及討論內部控制
及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司之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載有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提供之所有資料，
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會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yurun.com.hk)，以供閱覽。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祝義材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祝義材、祝義亮、馮寬德、葛玉琪及俞章禮；非執行
董事為焦樹閣（又名焦震）、王開田及李程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輝、喬均及陳建國。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