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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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ANGSHOUHUA FOOD COMPANY LIMITED
長壽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06）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199,700,000元，較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約人民幣954,200,000元增加約25.7%。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77,800,000元增長約33.0%至約人民幣103,500,000元。

中期業績

長壽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相關比較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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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 1,199,688 954,214

銷售成本 (941,651) (782,772)

毛利 258,037 171,442

其他收入 5 18,007 18,269

銷售及分銷費用 (106,666) (64,117)

行政費用 (23,764) (28,818)

其他營運費用 (483) (483)

經營溢利 6 145,131 96,293

融資成本 7 — (879)

除稅前溢利 145,131 95,414

所得稅開支 8 (41,664) (17,625)

期內溢利 103,467 77,789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9
－ 基本 19.661 14.782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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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103,467 77,789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虧損 (1,599) (5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599) (5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總全面收益 101,868 7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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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84,103 605,421
土地使用權 80,852 81,686
收購資本資產所付按金 3,589 3,256

668,544 690,363

流動資產
存貨 234,922 171,178
應收賬款及票據 11 230,128 185,40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94,098 97,97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986 363
現金及銀行結餘 412,730 400,358

972,864 855,27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41,738 38,308
應計負債、其他應付款及已收按金 143,057 133,133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2,208 13,204
應付稅項 18,419 10,497

215,422 195,142

流動資產淨值 757,442 660,131

資產淨值╱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25,986 1,350,49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46,340 46,340
儲備 1,379,646 1,304,154

總權益 1,425,986 1,35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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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
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集團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山東省鄒平縣韓店工業園。本公司股份已
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食用油、原油及玉米粕。董事
視鄒平三星油脂工業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外商獨資企業）為其最終控股公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九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
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主板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惟已經由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國際審計及核證準則委員會
頒佈的國際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全部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編製本中期財務資料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
納者貫徹一致，惟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並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採納之
準則、修訂及詮釋除外。採納此等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之影響並不重大。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執行董事呈報以供其作出有關本集團業務組成部分之資源分配及審閱該等部分表現之決定
之常規內部財務資料區分其營運分部及編製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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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執行董事作出內部申報之業務組成部分乃根據本集團之主要產品及服務類別而釐定，其為生產及銷售
(i)玉米油，其中包括非品牌玉米油及自家品牌玉米油；(ii)其他油產品，主要包括精煉食用葵花籽油、
精煉食用橄欖油、精煉食用棉子油； 及 (iii)玉米粕。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之目的而言，董事透過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表計量之毛利或
毛損評估分部溢利或虧損。用於釐定營運分部及已呈報分部損益的計量方法與前期一致。

有關向執行董事提供之本集團須予呈報分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玉米油

非品牌 自家品牌 其他油產品 玉米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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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292,006 731,096 42,863 133,723 1,199,688

須予呈報分部收入 292,006 731,096 42,863 133,723 1,199,688

須予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23,631 222,764 18,158 (6,516) 258,037

折舊 6,386 12,096 588 3,337 22,407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玉米油

非品牌 自家品牌 其他油產品 玉米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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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408,764 402,266 30,512 112,672 954,214

須予呈報分部收入 408,764 402,266 30,512 112,672 954,214

須予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42,460 120,711 10,464 (2,193) 171,442

折舊 7,039 5,411 385 2,207 1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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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呈報分部溢利及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對銷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予呈報分部溢利 258,037 171,442
其他收入 18,007 18,269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6,666) (64,117)
行政開支 (23,764) (28,818)
其他營運開支 (483) (483)
融資成本 — (879)

除稅前溢利 145,131 95,414

5. 收入及其他收入

來自本集團主要業務之收入（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已售貨品之發票淨值，並經扣除退貨、貿易折扣及
增值稅。本集團之收入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銷售貨品 1,199,688 954,214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 銀行結餘 2,977 2,265
— 其他 88 —
銷售廢料 13,906 15,799
其他補償收入 18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7 —
其他 842 205

18,007 1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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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乃經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863,609 716,58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334 17,504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833 35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7) 460
租賃物業之營運租賃開支 516 82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 薪金、酬金及花紅 32,562 24,265
—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182 619
— 以股份付款之開支 3,577 11,391

總員工成本 37,321 36,275

匯兌虧損淨額 18 807

7.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攤銷成本呈列之財務負債之利息開支：
銀行及其他借款 — 須於一年內悉數償還 — 879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 中國所得稅撥備 41,664 17,625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於期內毋須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
女群島司法權區繳付任何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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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於中國之附屬公司適用之稅率，以就法定申報而言之收入作出撥備，並遵照中國現
行所得稅規例、慣例及詮釋，就所得稅而毋須課稅或不可扣稅之收支項目作出調整。

山東三星玉米產業科技有限公司（「玉米產業」）於二零零七年獲批准為外資企業。根據山東省鄒平縣國家
稅務局鄒國稅函（2007）41號文，玉米產業於抵銷過往年度稅務虧損後自首個盈利年度起兩年獲豁免繳
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獲50%稅務減免。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為玉米產業首個盈利年度，並為其稅務優惠期首個年度。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玉米產業須分別按12.5%及25%之稅率繳付企業所得稅。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103,467,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77,789,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26,250,000（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526,25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行使本集團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具有反攤薄影
響，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11. 應收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227,577 177,564
應收票據 2,551 7,840

230,128 185,404

應收賬款不計息。就內銷而言，非品牌玉米油及自家品牌玉米油之客戶分別獲授予0至60日及0至180
日之信貸期。所有海外客戶一般獲授60日信貸期。其乃按其原來發票額確認，即於初步確認時之公平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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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日期之應收賬款及票據（經扣除減值撥備）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60日內 153,219 131,285
61至90日 27,372 23,698
91至180日 25,478 22,932
181至365日 20,889 5,320
超過365日 3,170 2,169

230,128 185,404

12.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不計息及一般根據三十日期限償付。

應付賬款於報告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日內 34,689 24,295
31至60日 1,589 7,289
61至90日 1,432 2,231
91至180日 857 2,813
181至365日 1,781 624
超過365日 1,390 1,056

41,738 3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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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經過多年來之發展，長壽花已發展成為中國玉米油行業之第一品牌。鑒於本集團自家品牌之
銷售對其總銷售之貢獻逐步增加，董事會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議決將本公司英文名稱
由「China Corn Oil Company Limited」更改為「Changshouhua Food Company Limited」，並採
納新中文名稱「長壽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為其官方中文名稱以取代「中國玉米油股份有限公
司」（「更換公司名稱」），並獲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
藉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批准，以為本公司建立新企業形象，並反映本集團企業策略重心由生
產加工轉為自家品牌運營及在高端食品和保健品等領域作多元化業務發展。

更換公司名稱已自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起生效。董事會相信，新公司名稱可為本公司提
供嶄新之定位及形象，有利於本公司日後之業務發展，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生產食用玉米油產品以 (1)於中國消費市場以長壽花品牌進行內銷；及 (2)
主要內銷或整批出口予以其自家品牌銷售食用玉米油之其他公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收入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增加約人民幣245,500,000元或約25.7%，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則增加約人民幣
25,700,000元，相當於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長約33.0%。收入及溢利之
顯著增幅乃主要由於本集團之品牌玉米油銷售額增加約81.7%所致。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於 (i)推廣其品牌形象及提升知名度；(ii)加強及開拓其營銷及分銷
網絡；及 (iii)提升專業知識及專門技術等方面投放更多資源。

為進一步提高長壽花之品牌形象，本公司透過大眾媒體包括電視、報章、電台廣播、戶外廣
告以及互聯網開展各類注入健康概念的營銷及推廣活動，如「食品安全進社區」及「健康中國
行」，從而奠定長壽花「健康用油」的核心品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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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近年之投資，本集團已建立成熟穩健之營銷及分銷網絡。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於中國9
個省份或直轄市共設立2個新代表辦事處及14個新聯絡辦事處。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分銷網絡有533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8名）批發分銷商及77名（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7名）零售商，覆蓋除西藏以外中國內地之所有省級行政區。

內蒙古及遼寧之兩座新建壓榨生產廠房（分別為「新蒙古壓榨廠房」及「新遼寧壓榨廠房」）於二
零一一年第四季度開始營運後，除提升總年度壓榨產能至300,000噸玉米原油外，本集團亦
可更有效控制其玉米胚芽之購買成本。與此同時，隨著新包裝生產廠房（「新包裝廠房」）於二
零一一年十一月開始營運後，本集團現時之總年度包裝產能為150,000噸，以應付對其品牌
食用油產品之持續增長需求。

此外，於回顧期間，本集團致力透過投入資源加強其產品開發能力，從而提高有關食用油產
品之生產品質及生產技術之專業知識及專門技術。本集團獨立開發出多項玉米油精煉技術，
並在開發新玉米油產品方面取得可觀進展。藉著成功開發植物甾醇玉米油，本集團以自家品
牌長壽花推出DHA玉米油及共軛亞油酸玉米油等一系列新功能性產品，成功吸納大量訂單。

憑藉加強市場營銷及廣告力度、擴大產能及優良品質，本集團取得良好財務回報。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自家品牌玉米油銷售大幅增加約人民幣328,800,000元或
81.7%，而以自家品牌銷售玉米油所產生之毛利增加約人民幣102,100,000元或84.5%。於回
顧期間，品牌玉米油銷量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30,208噸增加24,446噸或約
80.9%至54,654噸，而非品牌玉米油銷量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43,141噸
下降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32,699噸。此銷售組合變動符合本集團轉為集
中於自有品牌玉米油銷售之方針。於中國糧食行業協會及中國農業銀行近期聯合舉辦之二零
一一年主要糧油公司之專項調查中，本集團分別於中國糧油企業100強及中國食用油加工企
業50強中名列第21位及第9位。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199,700,000元（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954,200,000元），增幅約25.7%。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自家品牌玉米油；(2)散裝非品牌玉米油；(3)玉米粕；及 (4)其他油產品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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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分別為約人民幣731,100,000元、人民幣292,000,000元、人民幣133,700,000元及人民幣
42,9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402,200,000元、人民幣408,800,000元、人
民幣112,700,000元及人民幣30,500,000元），分別佔本集團總收入約60.9%、24.3%、11.2%
及3.6%（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42.2%、42.8%、11.8%及3.2%)。自家品牌玉米油之銷售
全於中國進行，而非品牌玉米油之銷售則於中國及海外進行。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來自中國及海外國家之收入分別佔本集團總銷售額約98.7%及1.3%（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81%及19%)。

收入及毛利╱（毛損）

下表載列按產品分類劃分之收入及毛利╱（毛損）：

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玉米油

— 自家品牌玉米油 731,096 60.9% 402,266 42.2%
— 非品牌玉米油 292,006 24.3% 408,764 42.8%
玉米粕 133,723 11.2% 112,672 11.8%
其他油產品 42,863 3.6% 30,512 3.2%

1,199,688 100% 954,214 100%

毛利╱（毛損）
玉米油

— 自家品牌玉米油 222,764 86.3% 120,711 70.4%
— 非品牌玉米油 23,631 9.2% 42,460 24.8%
玉米粕 (6,516) (2.5)% (2,193) (1.3)%
其他油產品 18,158 7.0% 10,464 6.1%

258,037 100% 171,442 100%

毛利╱（毛損）率
玉米油

— 自家品牌玉米油 30.5% 30.0%
— 非品牌玉米油 8.1% 10.4%
玉米粕 (4.9)% (1.9)%
其他油產品 42.4% 34.3%

整體 21.5%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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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油產品平均售價波幅

下表顯示本集團玉米油產品之售出數量及平均售價之波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售出數量（噸）
自家品牌玉米油 54,654 30,208
非品牌玉米油 32,699 43,141

平均售價（人民幣╱噸）
自家品牌玉米油 13,377 13,317
非品牌玉米油 8,930 9,475

平均銷售單位成本（人民幣╱噸）
自家品牌玉米油 9,301 9,320
非品牌玉米油 8,208 8,491

收入增長

本集團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954,2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245,500,000元或25.7%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199,700,000元，主
要為下列因素之綜合結果：自家品牌玉米油銷售上升約人民幣328,800,000元或81.7%；玉米
粕銷售上升約人民幣21,100,000元或18.7%；及其他油產品銷售上升約人民幣12,400,000元
或40.5%被非品牌玉米油銷售下降約人民幣116,800,000元或28.6%所抵銷。

自家品牌玉米油銷量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0,208噸上升至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54,654噸，升幅約為80.9%。主要因為 (1)本集團於市場營銷付出不
懈努力，大大擴充分銷渠道；(2)現有及新客戶熟知本集團長壽花品牌；及 (3)更多消費者瞭
解到玉米油乃一種較為健康之食用油。銷量上升帶動自家品牌玉米油銷售上升。由於自家品
牌玉米油產品越發為消費者所接受，考慮到品牌玉米油之穩定總成本、現時市場環境並維持
產品競爭力，於回顧期間，自家品牌玉米油之平均售價仍相對維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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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散裝非品牌玉米油之銷量較二零一一年同期下跌約24.2%，與本集團將產能優
先分配予自家品牌玉米油以令本集團獲享更可觀利潤之策略相符。銷量下降，加上非品牌
玉米油之平均售價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噸人民幣9,475元下跌約5.8%
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噸人民幣8,930元，導致非品牌玉米油銷售下跌約
28.6%。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油產品之銷售主要包括葵花籽油、橄欖油及亞麻
籽油之銷售。於回顧期間，其他油產品之銷售額大幅上升約人民幣12,400,000元或40.5%，
主要由於其他油產品之平均售價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噸人民幣14,113元
上升約39.4%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噸人民幣19,670元。

玉米粕銷售額上升約人民幣21,100,000元或18.7%，主要由於玉米粕之平均售價由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噸人民幣1,212元上升約24.0%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每噸人民幣1,503元被玉米粕銷量下降約4.3%所抵銷。

毛利及毛利率上升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毛利約人民幣258,0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人民幣171,400,000元），而毛利率則約21.5%（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18.0%)，
其中銷售 (1)自家品牌玉米油；(2)散裝非品牌玉米油；(3)玉米粕；及 (4)其他油產品之毛利
╱（毛損）率分別約30.5%、8.1%、(4.9)%及42.4%（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30.0%、10.4%、
(1.9)%及34.3%)。

本集團自家品牌玉米油之毛利率自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0.0%輕微上升至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0.5%。

非品牌玉米油之毛利率自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4%下跌至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8.1%，主要受非品牌玉米油之平均售價下跌約5.8%及玉米胚芽之
購買價下跌所影響。

玉米粕之毛損率自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9)%上升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4.9)%，主要由於加工成本（包括直接勞工成本及電費）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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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油產品之毛利率自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4.3%上升至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2.4%，主要由於其他油產品之產品組合內之高端油產品銷售額大幅
上升而導致其他油產品之平均售價上升約39.4%。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勞工及製造間接成本。勞工成本包括支付予生產工人的工資
及其他補償。製造間接成本包括包裝、運輸成本、折舊及水電開支。原材料成本構成總銷售
成本最大部分，並佔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銷售成本約88.7%（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91.5%）。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約為人民幣18,0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8,300,000元），主要來
自廢料銷售約人民幣13,9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15,800,000元）及銀行
利息收入約人民幣3,0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300,000元）。廢料銷售下
降乃主要受到市場需求下降加上廢料售價下跌影響。銀行利息收入上升，主要由於銀行存款
及利息上升所致。

銷售及分銷費用

銷售及分銷費用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64,100,000元大幅上升至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6,700,000元。銷售及分銷費用主要包括運輸及
交通費約人民幣14,4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1,200,000元）、廣告及推廣
開支約人民幣38,4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4,700,000元）、代表辦事處開
支約人民幣19,8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1,300,000元）及銷售人員成本約
人民幣21,1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3,900,000元）。

廣告及市場營銷開支增加約人民幣13,700,000元，主要是由於分銷網絡持續增長所致。

代表辦事處開支增加約人民幣8,500,000元，主要是因為本集團 (i)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設立2個新代表辦事處及14個新聯絡辦事處；及 (ii)於中國更多城市開拓營
銷及分銷網絡，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批發分銷商數量至533名（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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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人員成本增加約人民幣7,200,000元乃主要由於因擴充分銷網絡而付予新聘銷售人員的薪
金開支增加所致。

本集團管理層有信心，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對品牌宣傳活動及分
銷網絡擴充方面的投資將於未來造就理想銷售表現。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約為人民幣23,8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8,800,000元），主要包
括：(i)行政員工成本約人民幣5,3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5,400,000元）；
(ii)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向員工授出購股權的以股份付款開支約人民幣3,600,000元（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1,400,000元）；(iii)折舊開支約人民幣4,9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人民幣2,400,000元）；(iv)其他稅項約人民幣4,8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2,300,000元）；及 (v)法律及專業費用約人民幣1,300,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1,400,000元）。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授出購股權的股份付款開支總額估計約為人民幣39,100,000元，其
中最後一部分約人民幣3,600,000元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

其他稅項增加約人民幣2,500,000元乃主要由於：(i)內蒙古及遼寧的土地及物業增加導致土
地使用稅及房產稅增加；(ii)因本集團於期內的銷售增長導致城市建設稅、教育附加稅及地方
教育稅增加；及 (iii)新徵收的水利建設稅所致。

稅除前溢利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約人民幣145,100,000元（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95,400,000元），上升約52.1%。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
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77,800,000元，上升約33.0%，達至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3,500,000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率約為8.6%（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8.2%)。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
19.66分，（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4.78分）。董事認為，純利率及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每股基本盈利上升，主要因本集團毛利率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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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本集團已與內蒙古及遼寧當地政府訂立合約，以收購兩幅分別已用作
興建新蒙古壓榨廠房及新遼寧壓榨廠房之土地。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及二零一一
年六月獲得位於內蒙古及遼寧兩幅土地之土地使用權證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位於內蒙古及遼寧的土地之土地使用權攤銷約人民幣5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應收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及票據約為人民幣230,1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85,400,000元），包括應收賬款約人民幣227,6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7,600,000元）及應收票據約人民幣2,6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7,800,000元）。應收賬款增加符合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銷售上升。應收票據大幅下降乃由於向海外客戶作出的非品牌玉米油銷售減少，而該等客戶
一般以信用狀付款。信用狀均獲發出信用狀的銀行作擔保，通常於60天內到期。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為約人民幣97,700,000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1,200,000元），主要包括購置原材料所付訂金約人民幣
19,3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9,600,000元）、已付廣告開支預付款項
約人民幣41,1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5,100,000元）及其他應收款約
人民幣25,2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600,000元）。預付款項、按金
及其他應收款減少主要由於於期末玉米胚芽於六月及七月低季節性供應而引致原材料（即玉
米胚芽）採購量下降所致。

未來計劃

身為中國領先食用玉米油生產商，隨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本集團將把企業策略重心由生產
及加工轉移至自家品牌運營，並在不久將來於高端食品及保健品領域逐步實行其多元化發展
的業務策略，以把股東利益擴至最大。本集團對自家品牌玉米油分部之未來表現抱持樂觀態
度，並將加大力度提升自家品牌銷售，力求於二零一三年達致自家品牌銷售佔其總銷售之比
率超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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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提高長壽花品牌形象及知名度、擴充營銷及分銷網絡、改善產品開發之獨立發
展能力，以提升其可持續發展能力，並開拓市場空間。

本集團展望分別於本年度及二零一四年達致產品全面覆蓋中國縣域網絡以及鄉鎮及社區網
絡。整體而言，董事預期本集團業務在未來將會更加興旺。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52,625,000港元，分為526,250,000股每股面
值0.1港元之股份。

本集團採用務實之庫務政策，其於回顧期間概無借貸，且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
債比率（按總借款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為零（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於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4.5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4倍）。本集團繼續嚴密監察債務收回政策，以將信貸銷售之風險減至最低，並確保及
時收回資金。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無抵押計息銀行借款（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412,7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400,400,000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進行任何重大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收購及
出售。

匯率波動風險及有關對沖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及本集團之主要附屬公司於人民幣環境下營運，而主要附屬公司
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因此，本集團大部分交易均以人民幣（「人民幣」）結算。本集團之呈報
貨幣為人民幣。本集團銷往中東、東南亞及非洲之食用油及精製油產品以及交易均以美元或
歐元結算。本集團大部分現金及銀行存款為人民幣。倘本公司宣派股息，則將會以港元派付
股息。董事認為，人民幣與其他貨幣之兌換比率相對穩定，且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匯率變動之
情況，因而認為毋須採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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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押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將其任何資產抵押予銀行，作為授予本集團銀行信貸
之抵押。

資本承擔及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4,8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800,000元），主要指就購買用於替換及整修本集團生產線之零部件而
作出之承擔。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租賃物業之經營租賃承擔約為人民幣
3,8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200,000元）。

僱員福利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3,182名僱員（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08 
名）。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根據其經驗、資格、本集團業績及市場狀況釐定。於期內，員工成
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37,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36,300,000港元）。於期
內，員工成本佔本集團營業額約3.1%（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3.8%)。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計劃」），以挽留對本集團
之成功作出貢獻之員工。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本集團6名執行董事及26名僱員獲授合
共25,0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董事相信，相比市場標準及慣例，本集團向僱員提供具競爭
力之薪酬組合。

根據中國社保法規，本集團參與相關地方政府部門營運之社保計劃，涵蓋退休金、醫療保
險、失業保障、工傷保險及分娩保險。

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根據計劃授予董事之購股權外，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本公司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
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而獲利。

所持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持有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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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無）。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部資料詳情載於附註4。

購買、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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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於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全體董事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必守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前
企業管治守則」）所列之守則條文，前企業管治守則最近已作修訂，並重新命名為企業管治守
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新企業管治守則」），由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前企業管治守則所列之守則條
文，惟下文所闡釋偏離守則條文A.2.1條之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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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須分開且不應由同一人擔
任。本公司主席王明星先生亦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兼行政
總裁，有助確保本集團之貫徹領導，並能為本集團作更有效及具效率之整體策略規劃。董事
會相信現時安排將無損權力及授權之均衡，且現時之董事會（由經驗豐富及具才幹之人士組
成，且有充足數目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亦能足以確保權力及授權均衡。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亦已遵守新企業管治守則所列
之守則條文，下文所闡釋偏離守則條文A.6.7條之情況除外。

新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
會，對股東之意見有公正之了解。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愛國先生、劉樹松先生及王瑞元先生因
處理彼等各自之公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舉行之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
大會。

除上述者外且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所有前企業
管治守則及新企業管治守則所列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職
權範圍」）符合前企業管治守則，職權範圍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作出修訂，以符合
新企業管治守則。經修訂之職權範圍現已登載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

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就外聘核數師之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向董事會提供建議、批准外聘核
數師之薪酬及聘用條款，及處理任何有關該核數師辭職或辭退該核數師之問題；審閱本集團
之中期及年度報告及賬目；及監管本公司之財務申報制度（包括本公司在財務申報職能方面
之資源、員工資歷及經驗是否足夠，及員工所接受之培訓課程及有關預算又是否充足）及內
部監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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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愛國先生（主席）、王瑞元先生及劉樹松先生組成。審核
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代表董事會
長壽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王明星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王明星先生、王明峰先生、王明亮先生、王福昌先
生、孫國輝先生及黃達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愛國先生、劉樹松先生及王瑞元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