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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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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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COON
CHINA TYCOON BEVERAGE HOLDINGS LIMITED

中國大亨飲品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9）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中國大亨飲品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下文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利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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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206,940 119,218

銷售成本  (162,907) (104,840)
   

毛利  44,033 14,378

其他收入  7,688 3,813
銷售及分銷成本  (24,796) (4,780)
行政開支  (38,290) (22,997)
其他經營開支  (5,856) (82)
財務成本  (1,387) (2,261)
   

除所得稅前虧損 4 (18,608) (11,929)

所得稅開支 5 (4,686) (288)
   

期內虧損  (23,294) (12,217)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3,905) (12,217)
非控股權益  611 –
   

  (23,294) (12,21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6 (1.44港仙) (1.2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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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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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23,294) (12,217)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19,807 1,34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經扣除稅項  19,807 1,346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3,487) (10,871)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784) (10,871)

非控股權益  2,297 –
   

  (3,487) (1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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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3,618 186,116
預付土地補價  5,085 5,161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25,253 –
佔聯營公司之權益  – –
無形資產  180,111 180,632
商譽  275,624 267,716
應收貸款  – 35
   

非流動資產總值  669,691 639,660
   

流動資產
存貨  156,046 84,515
預付土地補價  146 146
應收貿易款項 8 113,485 86,8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0,567 14,192
應收貸款  – 180
衍生金融工具  2,766 1,729
已抵押銀行存款  45,393 14,24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70,975 234,781
   

  639,378 436,600
持作銷售之非流動資產  – 22,616
   

流動資產總值  639,378 459,21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9 75,438 68,80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債項  70,280 105,931
衍生金融工具  395 223
附息銀行貸款  127,247 60,783
應付稅項  4,628 6,825
   

流動負債總額  277,988 242,567
   

流動資產淨值  361,390 216,64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31,081 856,309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22,409 –
遞延稅項負債  46,811 47,661
   

  69,220 47,661
   

資產淨值  961,861 80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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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8,641 153,641

儲備  763,091 627,175
   

  931,732 780,816

非控股權益  30,129 27,832
   

權益總額  961,861 80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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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載列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除下文附註2所述者外，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編製基準及會計政
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一併閱讀。

2. 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本集團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
度期間的財務報表相關，並對該財務報表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提撥要求的預付
　－詮釋第14號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詮釋第1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而財務報表中應用之會計政策亦無重大改變。

本集團在財務報表中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
已開始評估此等新訂準則及詮釋之影響，惟此階段未能說明新訂準則及詮釋會否對本集團之
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董事所匯報用作決定有關本集團業務單位的資源分配及檢討該等單位表現的定
期內部財務資料而識別其經營分類及編製分類資料。向董事所匯報內部財務資料之業務單位
乃按本集團主要業務類別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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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識別以下須報告分類：

(a) 製造及買賣硬膠及毛絨玩具；及

(b) 製造及銷售飲品產品。

由於每項業務類別需要不同資源及市場推廣方法，故該等經營分類乃分開管理。所有分類間
之轉撥均按公平價格進行。

分類業績不包括所得稅、利息收入、無形資產攤銷、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收益、財務成本
以及不直接歸屬於任何經營分類業務之其他企業收入及開支。

分類資產包括除企業資產以外的所有資產，而企業資產由於以集體基準管理而不直接歸屬於
經營分類業務，其中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衍生金融工具、商譽及無形資產。

分類負債不包括衍生金融工具、並不直接歸屬於任何經營分類業務亦不分配至某項分類之其
他企業負債，以及遞延稅項負債。分類負債包括應付貿易款項、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概無於須報告分類之間作出不平均分配。

就管理而言，收入、毛利及經營業績乃提供予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
作決定之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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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業務分類

 製造及買賣硬膠
 及毛絨玩具 製造及銷售飲品產品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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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報告分類收入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133,210 119,218 73,730 – 206,940 119,218
      

須報告分類毛利 4,784 14,378 39,249 – 44,033 14,378

須報告分類溢利╱（虧損） (15,285) (6,774) 7,200 – (8,085) (6,774)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890 5,108 3,059 – 7,949 5,108

預付土地補價攤銷 76 135 – – 76 1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淨額 64 82 – – 64 82

出售持作銷售非流動資產
 之收益 (631) (1,654) – – (631) (1,654)

對滯銷、陳舊及有瑕玼存貨
 所作撥備 3,973 752 – – 3,973 752

資本開支 1,295 4,166 2,090 – 3,385 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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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報告分類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所得稅前虧損

須報告分類虧損 (8,085) (6,774)

利息收入 1,536 280

無形資產攤銷 (5,792)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收益 － 不符合資格作
 對沖之交易，淨額 865 –

其他企業開支 (5,745) (3,174)

財務成本 (1,387) (2,261)
  

除所得稅前虧損 (18,608) (11,929)
  

 製造及買賣硬膠
 及毛絨玩具 製造及銷售飲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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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須報告分類資產 316,290 278,877 214,893 117,773 531,183 396,650

無形資產     180,111 180,632

商譽     275,624 267,716

衍生金融工具     2,766 1,729

其他企業資產     319,385 252,149
      

     1,309,069 1,098,876
      

負債
須報告分類負債 95,570 105,330 72,482 68,411 168,052 173,741

衍生金融工具     395 223

其他企業負債     131,950 68,603

遞延稅項負債     46,811 47,661
      

     347,208 29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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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資料

下表提供本集團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及非流動資產之分析。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國 103,977 100,538 – –

日本 18,942 13,995 – –

香港及中國大陸（原籍地） 82,077 4,685 669,691 639,660

其他 1,944 – – –
    

 206,940 119,218 669,691 639,660
    

以上地區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呈列。非流動資產的地區乃根據資產實際所在地劃分。

(d)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最大客戶 84,976 87,517

第二大客戶 27,767 13,416

第三大客戶 12,902 6,957

其他* 81,295 11,328
  

 206,940 119,218
  

* 包括向所有其他客戶之銷售，各佔總收入不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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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所得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所得稅前虧損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存貨成本 158,934 104,088

對滯銷、陳舊及有瑕玼存貨所作撥備 3,973 752

折舊* 8,050 5,244

無形資產攤銷*** 5,792 –

預付土地補價攤銷 76 1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64 82

出售持作銷售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631 1,654

利息收入 (1,536) (28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收益
 －不符合資格作對沖之交易，淨額** (865) –
  

* 折舊當中的4,38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1,824,000港元）亦計入「出售存貨成
本」。

** 該項目乃計入綜合利潤表「其他收入」內。

*** 該等項目乃計入綜合利潤表「其他經營開支」內。

5.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6.5%）作出撥備。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
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香港 13 20

本期間－中國大陸 5,299 236

遞延稅項（抵免）╱支出 (626) 32
  

所得稅開支 4,686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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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23,90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12,217,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654,917,016股（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982,322,080股）計算，並經調整以反映期內已發行股份。

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並無發行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
股，因此並無對該等期間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就攤薄作出調整。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宣派股息（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無）。

8. 應收貿易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127,866 101,195

減：減值撥備 (14,381) (14,381)
  

 113,485 86,814
  

本集團與其客戶乃主要按信貸方式訂立貿易條款，當中之信貸期一般介乎14天至90天。本集
團致力嚴格控制其未償還之應收款項，且高級管理人員會定期審閱過期之結餘。應收貿易款
項均無計算利息。

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中包括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金額14,38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4,381,000港元），須按本集團主要客戶所獲提供的相若之信貸條款償還。

於呈報期完結日，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齡依發票日期並扣除撥備後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61,539 57,226

31天至90天 34,859 28,834

超過90天 17,087 754
  

 113,485 8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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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日期，本集團均審閱應收貿易款項，以個別及整體基準衡量是否有減值證據。減值
之應收款項乃根據其客戶之信貸記錄、財務困難跡象、拖欠還款情況及當時市況而確認。於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減值撥備14,38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381,000

港元）從上年度結轉。上述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指對一筆應收貿易款項14,381,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381,000港元）作出的全數撥備。該應收貿易款項與陷入財政困
難的本集團一間聯營公司有關，而預期將不可收回。本集團並無就此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
其他信貸增強項目。

9. 應付貿易款項
於呈報期完結日，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依發票日期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30天 52,970 24,839

31天至90天 17,259 21,980

超過90天 5,209 21,986
  

 75,438 68,805
  

應付貿易款項均無計算利息及一般有30天至90天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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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無）。

業務回顧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期內業績反映管理層持續努力發展本集團業務取得之成
果。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毛利為206,940,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119,218,000港元）及44,03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14,37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74%及206%。營業額及毛利雙雙錄
得增長，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新收購之飲品部門錄得理想業績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之飲品部門繼續集中生產及銷售「大亨」品牌山楂飲品產品。
目前飲品部門之核心產品為大亨經典山楂果茶系列。因就其天然及濃郁的果味和
豐富的營養成份，產品贏得廣大消費者的青睞。而憑藉經典山楂果茶系列之成功
基礎，作為部門產品開發計劃之部份，飲品部門近期推出清新怡人而口味較淡的
新系列產品－大亨山楂茶系列。預期大亨山楂茶系列將更符合身處氣候普遍較暖
的華南地區客戶之口味，並可推動此部門在區內的銷售量。飲品部門目前正積極
壯大旗下的分銷商網絡，並已將市場覆蓋面由華北成功拓展至華東、華南及華中
地區。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此部門已在中國大陸的主要城市設有22個銷售
辦事處，於全國各地有600多名分銷商，對比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之約
160個分銷商。為配合此部門之業務拓展計劃，其已舉行不同的推廣銷售活動並且
在農曆新年期間於北京及天津的電視頻道播放廣告。當時之市場反應相當熱烈，
而上述的活動和廣告亦鞏固了大亨品牌飲品產品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健康形象。宣
傳開支、分銷商網絡之擴大和增聘之人手，令到飲品部門之銷售、分銷及行政開支
增加，亦為本集團之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4.2倍至24,79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4,780,000港元）及本集團之行政開支增加66%至38,290,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22,997,000港元）之主要原因。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飲品部門分別錄得收入73,730,000港元、毛利39,249,000港元及分類溢利
7,200,000港元。上述業績令人振奮，而管理層對飲品部門於本年度餘下時間之表現
感到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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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下，本集團之玩具部門則面對極具挑戰性之經營環境。於本期間，雖然此部門
之銷售錄得12%之增長，升至133,21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119,218,000

港元），其毛利下跌67%至4,78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14,378,000港
元），毛利率降至3.6%（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12.1%），並錄得分類虧損15,285,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6,774,000港元）。此部門之毛利下跌，主要由於(i)歐
美市場之市況疲弱令利潤率大減；(ii)玩具產品之原材料（包括棉和塑膠）之價格上
漲；及(iii)中國大陸上調每月最低工資令到此部門之直接勞工成本增加所致。預期
玩具部門於本年度餘下時間之經營環境將仍然充滿挑戰。管理層現正考慮採取若
干措施以進一步加緊對生產成本之控制及提升營運效率，以改善此部門之表現。

整體而言，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23,90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12,217,000港元），即每股虧損1.44港
仙（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24港仙）。本集團之期內全面虧損總額為3,487,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10,871,000港元），當中包括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
兌收益19,80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1,346,000港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為639,37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59,216,000港元），而速動資產包括現金270,97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34,781,000港元）（不包括為取得銀行貸款而已抵押之銀行存款）。
本集團於期結時的流動比率（將流動資產639,378,000港元除以流動負債277,988,000

港元得出）處於2.3比率的強勁水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9比率）。流動
比率改善，主要歸結於二零一一年二月通過配售股份而發行150,000,000股新股份，
並籌得所得款項總額157,5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銀行貸款
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比例分別為60%、4%及36%。所有銀行貸款於一
年內到期，當中的64%按固定利率計息，而其餘36%按浮動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為931,732,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80,816,000港元），較上一年度年結日上升19%，主要因為
上文所述發行新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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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工具之使用受到嚴格監控。本集團訂立的大部分衍生金融工具主要用作
管理本集團的利率風險及外幣風險。

本集團以銀行融資加上股東權益以應付營運所需資金。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乃
以其負債淨額除以資本總額加負債淨額而釐定。負債淨額包括應付貿易款項、其
他應付款項及應計債項，以及附息銀行貸款，減已抵押銀行存款以及現金及現金
等值項目，而資本指本集團的權益總額。本集團的政策是維持其資本負債比率處
於75%以下，以確保健康的財政狀況。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處於淨現金狀況，因此並無釐定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穩健，持有充足現金盈餘，並有充裕的未動用已承諾信貸額支
持本集團的業務營運。管理層深信本集團擁有充裕的財務資源，以應付持續營運
所需的資本。

外幣管理

本集團的貨幣資產及負債與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列賬及進行。本
集團審慎管理外幣風險，主要透過配對外幣貨幣資產與相關貨幣負債，以及配對
外幣收入與相關貨幣開支，以減少外幣風險。於適當情況時，本集團會訂立金融衍
生工具以降低外匯匯率風險。有鑑於此，本集團並無重大的外幣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於中國大陸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包
括預付土地補價），賬面總值約為100,47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1,307,000港元），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一般信貸之擔保。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銀行存款45,39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4,243,000港元），作為本集團獲授附息銀行貸款的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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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買機器及設備而有25,253,000港元之資本承
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展望

展望未來，管理層對飲品部門未來數年之表現感到樂觀。預期中國大陸經濟持續
增長和國民收入水平不斷上升，將會為本集團之飲品業務增長創造有利之經營環
境。本集團將繼續集中開發新飲品產品以達到顧客的期望。此外，本集團將會採用
靈活高效的市場推廣策略以壯大銷售力度，務求擴大市場份額及推廣「大亨」品牌
形象。

玩具業務方面，鑑於歐美市場之市況充滿挑戰，本集團將採取若干措施以進一步
加緊對生產成本之控制及提升營運效率，以改善此部門之表現。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之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
獲審核委員會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承董事會命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勞明智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一名非執行董事蘇家樂先生（主席）；五名執行董事勞明智
先生（副主席兼行政總裁）、安殷霖女士（營運總裁）、陳玉儀女士、王敬渝女士及
石智強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郭明輝先生、黃國泰先生及梁碧霞女士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