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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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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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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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
夥）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重要提示：本公告分別以中英文刊載。如中英文有任何差異，概以中文為準。）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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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合併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690,896,782 601,588,771
 應收賬款 3 1,438,337,048 1,658,164,932
 預付款項 494,585,225 550,729,655
 其他應收款 178,636,633 129,135,310
 存貨 1,410,965,126 1,481,250,484
 其他流動資產 160,702,983 247,122,377

  

流動資產合計 4,374,123,797 4,667,991,529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656,000 3,860,000
 投資性房地產 120,615,799 128,243,912
 固定資產 1,235,976,649 1,279,327,711
 在建工程 103,034,389 94,067,053
 無形資產 200,026,316 197,500,316
 商譽 86,673,788 86,673,788
 長期待攤費用 531,467,911 565,226,236
 遞延所得稅資產 27,044,896 20,478,748
 其他非流動資產 161,907,419 106,689,056

  

非流動資產合計 2,469,403,167 2,482,066,820
  

資產總計 6,843,526,964 7,150,05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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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882,291,791 1,860,977,942
 應付票據 4 204,485,730 56,677,291
 應付賬款 4 938,453,928 1,138,958,035
 預收款項 479,555,768 503,311,013
 應付職工薪酬 2,088,902 3,128,350
 應交稅費 27,878,433 25,866,834
 應付股利 22,734,051 5,000
 其他應付款 185,396,407 216,163,456
 應付債券 – 199,979,167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 10,000,000 10,000,000
 其他流動負債 62,189,098 49,837,305

  

流動負債合計 3,815,074,108 4,064,904,393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8,906,109 9,727,229
 應付債券 744,171,668 743,553,870
 長期借款 196,000,000 234,000,000
 預計負債 910,612 910,612
 其他非流動負債 24,909,944 20,611,219

  

非流動負債合計 974,898,333 1,008,802,930
  

負債合計 4,789,972,441 5,073,70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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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股東權益：
 股本 412,220,000 412,220,000
 資本公積 612,736,069 613,424,939
 盈餘公積 129,500,819 129,500,819
 未分配利潤 5 487,773,217 499,634,209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1,642,230,105 1,654,779,967
  

少數股東權益 411,324,418 421,571,059
  

股東權益合計 2,053,554,523 2,076,351,026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6,843,526,964 7,150,05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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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附註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一、 營業收入 6 5,445,920,835 5,097,403,143
 減： 營業成本 6 4,339,049,338 4,025,156,342
  營業稅金及附加 35,742,868 33,048,964
  營業費用 771,715,032 741,422,158
  管理費用 141,548,860 135,440,464
  財務費用 82,144,696 74,670,213
  資產減值損失 90,432 –
 加： 投資收益 1,958,307 188,293

二、 營業利潤 77,587,916 87,853,295
 加： 營業外收入 4,174,128 14,987,320
 減： 營業外支出 1,890,640 2,151,692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 1,288,218 1,288,191

三、 利潤總額 79,871,404 100,688,923
 減：所得稅費用 7 23,911,445 27,917,753

四、 淨利潤 55,959,959 72,771,170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29,361,008 48,365,390
 少數股東損益 26,598,951 24,405,780

五、 其他綜合收益 (903,000) (2,574,000)
 以後會計期間在滿足規定條件時將重
  分類進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產生的淨損失
  金額 (903,000) (2,574,000)

六、 綜合收益總額 55,056,959 70,197,170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收益總額 28,458,008 45,791,390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26,598,951 24,405,780

七、 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8 0.07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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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基本情況

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是一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的
股份有限公司，於2004年11月1日由北京京客隆超市連鎖集團有限公司（更名前為「北京京客
隆超市連鎖有限公司」）經北京市工商局核准整體變更設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46,620,000
元。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註冊號為1100001231592。本公司總部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新源街45
號。本公司及其附屬子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日常消費品的零售及批發業務。

於2006年9月25日，本公司所發行人民幣普通股H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創業板上市。於2008
年2月26日，本公司的全部境外上市外資股普通股H股由創業板均轉為主板掛牌交易。截至
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累計發行股本總數41,222萬股。

本集團的控股股東為於中國成立的北京市朝陽副食品總公司（「朝陽副食」）。

2、 中期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

本中期財務報表根據中國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第32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此外，本
集團還按照香港《公司條例》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的相關要求披露有關財
務信息。

3、 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信用期通常為90天，主要客戶可以延長至180天。除對北京首聯商業集
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首聯集團」）的應收賬款於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止期間（以
下簡稱「本期」）按年利率6.40%（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止期間（以下簡稱「上年同
期」）：6.40%）計息外，其他應收賬款並不計息。

根據原始交易發生日所作的應收賬款餘額賬齡分析如下：

2014.6.30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2013.12.31
人民幣元
（經審計）

賬齡
1年以內 1,341,481,323 1,556,171,061
1至2年 16,855,725 21,993,871
3至4年 80,000,000 80,000,000

  

合計 1,438,337,048 1,658,16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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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對首聯集團的應收賬款為人民幣80,000,000元（2013年12月31日：
人民幣80,000,000元），已逾期兩年以上。本集團董事認為由於對該等逾期應收賬款按照上
述年利率計息並已按期全額收回該等利息，且本集團持有公允價值不低於已逾期應收賬款
餘額的房產及土地使用權作為抵押擔保，而無需計提壞賬準備。

於2014年6月30日，應收賬款壞賬準備人民幣1,890,579元（2013年12月31日：人民幣
1,890,579元）。

於2014年6月30日，對北京物美綜合超市有限公司、歐尚（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家樂
福商業有限公司及北京易初蓮花連鎖超市有限公司的應收賬款合計人民幣131,969,840元
（2013年12月31日：人民幣206,767,979元）的所有權，因以其通過保理安排獲得銀行借款而
受到限制。

4、 應付票據及應付賬款

2014.6.30 2013.12.31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應付票據 204,485,730 56,677,291
應付賬款 938,453,928 1,138,958,035

  

合計 1,142,939,658 1,195,635,326
  

根據原始交易發生日所作的應付票據及應付賬款餘額賬齡分析如下：

2014.6.30 2013.12.31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1年以內 1,135,653,917 1,183,473,522
1至2年 5,289,006 10,050,700
2年以上 1,996,735 2,111,104

  

合計 1,142,939,658 1,195,635,326
  

本集團的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不附帶利息，應付賬款償還期限一般為60天，應付票據償還
期限一般為90天至180天。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應付票據中銀行承兌匯票款總計人民幣204,485,730元（2013年12
月31日：人民幣56,677,291元），為開具上述銀行承兌匯票的保證金存款為人民幣23,877,466
元（2013年12月31日：人民幣11,335,4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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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分配利潤

金額
人民幣元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止期間（未經審計）：
期初未分配利潤 499,634,209
加： 本期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29,361,008
減： 應付普通股股利 41,222,000

 

期末未分配利潤 487,773,217
 

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止期間（未經審計）：
期初未分配利潤 493,033,750
加： 本期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48,365,390
減： 應付普通股股利 41,222,000

 

期末未分配利潤 500,177,140
 

(1) 中期股息

本期向本公司股東分配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股利為每股人民幣0.1元（上年同
期：分配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股利為每股人民幣0.1元）。分配股利合計為人
民幣41,222,000元（上年同期：人民幣41,222,000元）。

本期本公司董事會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上年同期：零）。

6、 營業收入、營業成本

(1) 營業收入及成本

2014年1月1日至
2014年6月30日

止期間

2013年1月1日至
2013年6月30日

止期間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主營業務收入 5,004,423,169 4,709,149,979
其他業務收入 441,497,666 388,253,164
營業成本 4,339,049,338 4,025,15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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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營業務（分行業）

2014年1月1日至
2014年6月30日止期間
（未經審計）

2013年1月1日至
2013年6月30日止期間
（未經審計）

主營業務收入 主營業務成本 主營業務收入 主營業務成本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零售 2,419,208,698 2,020,458,775 2,328,055,524 1,940,033,643
批發 2,574,359,604 2,306,206,519 2,375,350,950 2,077,635,185
其他 10,854,867 8,587,251 5,743,505 4,512,343

    

合計 5,004,423,169 4,335,252,545 4,709,149,979 4,022,181,171
    

主營業務收入主要為銷售食品、副食品、日用消費品、飲料和酒等取得的收入。

7、 所得稅費用

2014年1月1日至
2014年6月30日

止期間

2013年1月1日至
2013年6月30日

止期間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按稅法及相關規定計算的當期所得稅 30,997,713 27,328,343
遞延所得稅費用 (7,086,268) 589,410

  

合計 23,911,445 27,917,753
  

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的調節表如下：

2014年1月1日至
2014年6月30日

止期間

2013年1月1日至
2013年6月30日

止期間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會計利潤 79,871,404 100,688,923
按25%的稅率計算的所得稅費用 19,967,851 25,172,231
不可抵扣費用的納稅影響 2,492,340 2,092,853
無需課稅收入的納稅影響 (1,396,646) (1,503,024)
利用以前年度未確認可抵扣虧損的納稅影響 – (151,618)
未確認可抵扣虧損的納稅影響 2,410,986 1,673,561
關聯方資金拆借視同利息收入的納稅影響 436,914 633,750

  

合計 23,911,445 27,917,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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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收益

2014年1月1日至
2014年6月30日

止期間

2013年1月1日至
2013年6月30日

止期間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9,361,008 48,365,390
計算基本每股收益的普通股股數 412,220,000 412,220,000

  

2014年1月1日至
2014年6月30日

止期間

2013年1月1日至
2013年6月30日

止期間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按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淨利潤計算：
基本每股收益 0.07 0.12

  

截至報表日，公司無具有稀釋性的潛在普通股。

9、 淨流動資產

2014.6.30 2013.12.31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資產 4,374,123,797 4,667,991,529
減：流動負債 3,815,074,108 4,064,904,393

  

淨流動資產 559,049,689 603,087,136
  

10、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14.6.30 2013.12.31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總額 6,843,526,964 7,150,058,349
減：流動負債 3,815,074,108 4,064,904,3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028,452,856 3,085,15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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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中國整體經濟形勢依然比較嚴峻，處於實現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
關鍵階段。疲弱的消費意願、以及極速發展的電子商務對傳統行業帶來的衝擊，對傳統
的快速消費品批零行業的增長方式構成了挑戰。

報告期間，面對多元化競爭格局、以及各項成本的持續上升，本集團積極調整和轉型，
以辨析與滿足消費需求作為轉型的基礎，以貼近消費者為主旨進行商品與供應鏈管理的
優化與整合，實現銷售收入有所增長，努力遏制利潤下滑趨勢。

零售業務

加強採購管理，提升商品經營能力

報告期內，本集團堅持回歸零售業本質，強化採購功能，在廣泛開展市場調研的基礎上
掌握商品和消費變化趨勢，關注商品採購成本與物流成本的分析與控制，深入廠商源
頭，通過進價復談降低採購成本；通過商品營銷數據分析篩選促銷商品的選品，合理安
排促銷商品的組合；通過採補分離設立專門的補貨部，關注庫存的結構變化與周轉變
化，通過提高訂單滿足率降低門店缺貨率；快速引進進口商品適應消費升級需求，以日
配類商品為主題開發定制商品以吸引客流。

繼續堅持生鮮自營

報告期內，本集團根據果菜基地的生產與供應狀況，對現有的採購基地進行了梳理，逐
一落實果菜採購品種與供應期，根據上市季節的不同開發了新的採購基地；根據節令特
點適時引進包裝菌類菜、精細蔬菜、禽類氣調包裝商品，減少重複性散凍品種並引入進
口包裝水產品，豐富了商品結構，吸引了客流；調整生鮮商品促銷策略，壓縮農貿市場
上常見的易儲型商品的促銷，增加中高端生鮮商品的促銷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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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舖營運向精細化轉變，提升經營水平

改變過去的粗放型管理思路，逐步向精細型轉變，在本集團內部引入同規模店舖客流
量、銷售額、庫存周轉對比的數據分析，由總部營運部查找所轄各店舖在訂貨、不動銷
商品管理、商品陳列、庫存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並指導門店制定改進措施並監控落實
結果，從而達到提高店舖經營水平、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落實生鮮商品全天經營工
作，重點關注店舖晚經營管理，監控店舖生鮮商品的訂貨量與庫存量，通過生鮮商品的
全天經營提高聚客能力，帶動整體客流。

完善物流配送管理，提高物流效率

報告期內，針對常溫配送中心供應商送貨時存在的商品原箱短少的現象，嚴格執行驗收
抽檢率標準，嚴把收貨關；在電話預約驗收系統的基礎上，為VIP供應商開放綠色通道服
務，通過專用碼頭、專人收貨的方式，實現了商品的快速驗收；完成了協配商品轉為經
由作業模式的調整，以播代收作業形式的採用提高了收貨時效。

進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工作

報告期內，本集團繼續堅持按照質量標準對新渠道和新商品進行准入審核，並對高風險
食品渠道進行實地考察；為更好的落實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排除食品安全隱患，本集團
每月對店鋪、生鮮配送中心質量狀況進行專項檢查，並針對發現的問題及時督促整改。
為保證生鮮食品商品質量安全，將生鮮配送中心檢測中心日常自檢與總部市場營銷部抽
查送檢相結合，加大送檢量，有效監控了生鮮商品質量；同時針對季節特點，開展了夏
季食品質量安全月工作，對食品質量關鍵控制點進行梳理，並加大對店鋪食品安全管理
人員的食品安全培訓，強化公司全員食品安全管理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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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穩步拓展店舖網絡

報告期間，本集團繼續穩步推進開店步伐，新開零售店舖14間，包括直營便利店8間，加
盟便利店6間。此外，完成了1家綜合超市及4家便利店的裝修改造工作。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零售店舖總數為287間，包括197間直營店、90間特
許加盟店，總營運面積約324,439平方米。下表列示本集團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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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2 76 107 197
 特許加盟店 – – 1 89 90

     

合計 2 12 77 196 287
     

淨營運面積（平方米）：
 直營店 39,742 86,088 160,115 20,592 306,537
 特許加盟店 – – 880 17,022 17,902

     

合計 39,742 86,088 160,995 37,614 32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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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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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營業務收入的 
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直營零售店舖：
 大賣場 684,008 595,576 14.8
 綜合超市 1,541,771 1,541,802 0
 便利店 166,768 162,849 2.4
 百貨商場 26,662 27,829 -4.2
  （包括佣金收入） 22,719 23,891 -4.9

   

零售主營業務收入合計 2,419,209 2,328,056 3.9
   

直營大賣場、綜合超市及便利店毛利率% 15.7 15.8 -0.1
   

報告期內本集團零售業務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約3.9%，主要歸因於：(i)報告期內，總同店
銷售降低約0.7%；(ii)因報告期內慶祝公司成立20週年組織了「京彩大促銷」的連續性的促
銷活動，吸引客流，致使銷售收入增長；及(iii)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及報告期內新開店舖的
銷售貢獻。

報告期內直營零售業務（除百貨商場外）的毛利率由上年同期的15.8%下降至15.7%，主要
是因為：(i)報告期內進行大型促銷，讓利消費者；及(ii)多元化的市場競爭，導致零售毛
利率下降。



- 15 -

批發業務

持續引入新商品

報告期內，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面對酒類市場高端需求的壓縮，本集團一方面增加引
進中低端白酒新品牌，同時積極引進食品、日百類新品牌，在北京及各外埠子公司進行
鋪市及推廣。通過新品牌商品的引進，關注各品類的均衡化發展，降低市場經營風險，
拓展業務發展空間。

繼續擴大批發分銷網絡覆蓋

報告期間，本集團進一步拓寬區域分銷網絡，在北京公司與外埠公司之間加深品牌資源
共享，提升現有品牌資源在不同區域的銷售能力；繼續拓展電商銷售渠道，爭取到更多
廠家資源納入電商銷售渠道向線上注入新品，分銷至電商的銷售大幅提升。

提升物流配送效率

報告期內，為進一步提高物流配送效率，降低運營成本，本集團批發業務物流中心試運
行了運輸計件工資模式和倉儲外包模式，在零差錯物流管理理念的支配下，計件承包能
夠更有效的明確責任人，激發車組的積極性，降低運營成本，提高配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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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經營業績

批發業務的主營業務收入及毛利率呈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朝批集團*確認
 的批發主營業務收入 2,842,314 2,640,329 7.6
減：分部間銷售 (271,353) (270,715) 0.2
銷售予加盟店舖 3,399 5,737 -40.8

   

批發業務主營業務收入 2,574,360 2,375,351 8.4
   

毛利率**(%) 9.4 11.3 -1.9
   

* 朝批集團指北京朝批商貿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 該毛利率指朝批集團批發業務實現的毛利率（包含分部間銷售）。

報告期內，朝批集團批發主營收入增長約8.4%,主要是由於：(i)與報告期內較多大力度促
銷活動增大市場分額；(ii)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內新設附屬公司帶來的銷售貢獻；(iii)新增
代理品牌的銷售貢獻。

報告期內，朝批集團批發業務的毛利率降低約1.9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i)報告期內加
大促銷活動力度；及(ii)酒類高毛利率商品毛利持續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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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主營業務收入 5,004,423 4,709,150 6.3
毛利 669,171 686,969 -2.6
毛利率(%) 13.4% 14.6% -1.2
息稅前利潤 166,070 175,877 -5.6
淨利潤 55,960 72,771 -23.1
淨利潤率(%) 1.1% 1.5% -0.4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29,361 48,365 -39.3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率(%) 0.6% 1.0% -0.4

主營業務收入

報告期間，本集團的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約6.3%,其中零售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約3.9%,批發
業務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約8.4%。

毛利與毛利率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毛利比上年同期降低約2.6%。報告期毛利率為13.4%（上年同期：
毛利率為14.6%）。

歸屬於母公司淨利潤

報告期內，歸屬於母公司淨利潤較上年同期降低約39.3%。本期息稅前利潤實現為人民幣
166,069,700元，同比減少人民幣9,807,597元，歸屬於母公司淨利潤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
48,365,390元下降至人民幣29,361,0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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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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債務支付營運所需資金。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為人民幣2,469,403,167元（主要包括固定
資產、投資性房地產、土地使用權共計人民幣1,523,188,567元），非流動負債為人民幣
974,898,333元（主要包括應付債券人民幣744,171,668元，銀行借款為人民幣196,000,000
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為人民幣4,374,123,797元。流動資產主要
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667,019,316元，存貨為人民幣1,410,965,126元。應收
賬款為人民幣1,438,337,048元，及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為人民幣673,221,858元。本
集團流動負債總額為人民幣3,815,074,108元。流動負債主要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為人民幣1,142,939,658元，短期銀行貸款及一年內到期的長期銀行借款共計為人民幣
1,892,291,791元，及其他應付款項為人民幣185,396,407元。

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款總額為人民幣2,088,291,791元，包括以應收賬款
作保理的銀行貸款為人民幣26,350,718元，有抵押銀行貸款為人民幣206,000,000元，無
抵押銀行貸款為人民幣1,855,941,073元。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承介於5.60%-6.72%的年利
率。有抵押銀行貸款由本集團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42,694,147元的
若干房屋和投資性房地產擔保。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人民幣23,877,466元的若干保證金存款為人民幣
204,485,730元的應付票據提供擔保。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率*約為70.0%,略低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的約71.7%。

* 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外匯風險

本集團所有營運收入及支出主要以人民幣列值。



- 19 -

於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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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境內共有8,426名僱員（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8,425名）。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及監事酬金）總計為人民幣
337,307,632元（二零一三年同期：人民幣325,175,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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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重大或然負債。

成立兩家附屬公司

報告期內，本集團通過一家非全資附屬公司北京朝批商貿股份有限公司（「朝批商貿」）與
朝批商貿董事孫文輝先生和兩位獨立第三方（李剛先生及王平女士）出資成立了一家附屬
公司北京朝批盛世商貿有限公司（「朝批盛世」），主要從事在北京地區的日用商品的批發
業務。朝批盛世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5,000,000元，截至本公告日前已足額繳付。朝批
商貿出資額為人民幣16,250,000元，持有朝批盛世65%的股權，本公司於朝批盛世持有約
51.90%的間接權益。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刊發的公告。

報告期內，朝批商貿與杜建新先生出資成立了一家附屬公司北京去美吧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朝批去美吧」），主要從事電商渠道的日用品的批發業務。朝批去美吧的註冊資本為
人民幣1,000,000元，截至本公告日前已足額繳付。朝批商貿出資額為人民幣650,000元，
持有朝批去美吧65%的股權，本公司於朝批去美吧持有約51.90%的間接權益。

對一家非全資附屬公司增資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朝批商貿與其他投資方共同向其非全資附屬公司北京市朝批
華清飲料有限責任公司（「朝批華清」）追加投資人民幣12,822,800元及人民幣11,679,100
元，將朝批華清註冊資本由人民幣56,000,000元增加到人民幣80,000,000元。增資後，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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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商貿總出資額為人民幣42,742,800元，持有朝批華清約53.43%的股權。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間接持有朝批華清42.66%的權益。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8.75%股權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朝批商貿與五位獨立第三方簽署股權轉讓協議，五位獨立第三
方將其合計持有的朝批匯隆8.75%的股權轉讓給朝批商貿，轉讓對價為人民幣2,100,000
元。上述轉讓完成後，朝批商貿持有朝批匯隆77.75%的權益，本公司間接持有朝批匯隆
約62.08%的權益。截至本公告日前，朝批商貿尚未向五位獨立第三方支付該等收購款項
並完成股權收購。

展望

2014年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雖然面臨實體經濟經營困難以及經濟結構轉型的關口，承受
著一定的下行壓力，但是隨著經濟結構的持續調整，宏觀經濟中呈現出來的一系列結構
性的新趨勢，包括需求結構、產業結構、消費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都呈現出了新的
特徵。

本集團作為傳統的快速消費品批零行業，在面臨挑戰的同時也存在著發展機遇，互聯網
技術、移動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已悄然改變了傳統零售業的交易流程和規則，而對巨
變，本集團清醒地認識到線上線下的融合是發展的重要方向。

二零一四年下半年，一方面，我們將在商品與供應鏈管理上堅持不懈地持續提升商品的
採購與營銷能力、店舖的營運能力，同時將依託本集團的線下門店資源逐步實現轉型，
利用互聯網技術、移動網絡技術把流向電子商務的消費者導流回來實現回歸，重建本集
團的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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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
守則》」）的原則及所有規定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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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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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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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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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本集團二零一四年未經審計的中期
合併業績。審核委員會認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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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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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及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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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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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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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內資股之好倉

姓名 身份

所持的
內資股
的股數

佔已發行
內資股總數
概約百分比

佔已發行
總股本

概約百分比
(%) (%)

李建文 個人 1,482,579 0.64 0.36

李春燕 個人 395,992 0.17 0.10

劉躍進 個人 375,151 0.16 0.09

李順祥 個人 5,210,428 2.26 1.26

楊寶群 個人 1,042,086 0.45 0.25

劉文瑜 個人 265,151 0.12 0.06

姚婕 個人 125,051 0.05 0.03

王虹 個人 82,525 0.04 0.02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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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及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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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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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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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及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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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條規定須記入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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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內資股

名稱 身份

所持
內資股
的股數

佔已發行
內資股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佔已發行
總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 (%)

北京市朝陽副食品總公司 實益擁有人 167,409,808 72.77 40.61

本公司H股

名稱

所持有
已發行

H股股數

佔已發行
H股總額的
概約百分比

佔已發行的
總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 (%)

JPMorgan Chase & Co.（附註1） 23,680,900(L) 13.00(L) 5.74
23,680,900(P) 13.00(P) 5.74

Schroders Plc（附註2） 19,977,000(L) 10.96(L) 4.85
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Ltd.（附註3） 18,314,900(L) 10.05(L) 4.44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附註4） 13,036,000(L) 7.16(L) 3.16
Genesis Asset Managers, LLP（附註5） 12,749,000(L) 6.99(L) 3.09
Genesis Emerging Markets Opportunities Fund
 Limited（附註6） 12,749,000(L) 6.99(L) 3.09

(L) – 好倉
(P) – 可供借出的股份

附註：

1. 此等23,680,900股H股由JPMorgan Chase & Co.持有權益，此等23,680,900股H股均以保管人
法團╱核准借出代理人身份持有權益。

2. 此等19,977,000股H股由Schroders Plc以投資經理的身份持有權益。

3. 此等18,314,900股H股由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Limited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權益。

4. 此等13,036,000股H股由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以投資經理
身份持有權益。

5. 此等12,749,000股H股由Genesis Asset Managers,LLP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權益。

6. 此等12,749,000股H股由Genesis Emerging Markets Opportunities Fund Limited以投資經理身
份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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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本公司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概無任何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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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債券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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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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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建文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公佈之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建文先生、李偉先生、李春燕女士及 
劉躍進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偉林先生及李順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利平先生、
陳立平先生及蔡安活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