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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康大於一九九二年成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多元化食品製造及加工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加工、銷售及分

銷：

a) 冷藏及冷凍兔肉產品；

b) 冷藏及冷凍雞肉產品；

c) 加工食品，包括多種食品，如即食湯類、咖喱食品、肉雞熟食、烤兔肉、肉丸、去氧小包裝栗子及海產品；及

d) 其他產品，主要包括寵物食品、脫水蔬菜、家禽、兔內臟、水果、乾辣椒、豬肝及調味料。

中國康大之冷藏及冷凍兔肉主要出口往歐盟（「歐盟」）。除銷售其自有品牌「康大」、「嘉府」、「U味」及「KONDA」的產品
外，中國康大亦作為多種加工食品，包括肉丸、海產品、肉雞熟食、栗子、即食湯類及咖喱食品等的原設備製造（「原設備製

造」）製造商。

中國康大目前在中國26個省份及超過30個大城市分銷其多種產品，並出口至20多個國家及城市，包括日本、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及若干歐盟成員國。

中國康大是中國獲授權向歐盟供應兔肉的主要公司之一及中國最大的兔肉出口商之一。中國康大亦為中國首間獲頒肉兔

配套系養殖證書的公司。中國康大正透過穩健的拓展政策進一步增強此分部的實力。

詳細資料請登入www.kangdafood.com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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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執行董事（見下文附註(i)）：
安豐軍（行政總裁）

高岩緒

非執行董事：

高思詩（董事長）

張琪

山田直樹

獨立非執行董事：

賀丁丁

劉俊雄

余仲良

公司秘書
方偉濂（香港會計師公會）

杜麗薇(ACIS)

審核委員會
劉俊雄（主席）

賀丁丁

張琪

余仲良

山田直樹

薪酬委員會
余仲良（主席）

劉俊雄

賀丁丁

高思詩

山田直樹

提名委員會
賀丁丁（主席）

劉俊雄

高岩緒

余仲良

授權代表
高岩緒

方偉濂

新加坡股份過戶登記處
B.A.C.S. Private Limited
63 Cantonment Road
Singapore 089758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

干諾道中111號
永安中心25樓

BDO LLP
執業會計師

21 Merchant Road
#05-01, Royal Merukh S.E.A. Building
Singapore 058267

註冊辦事處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2
Bermuda

本公司網址
www.kangdafood.com
（本公司網站所刊載的內容並不構成 
本文件的一部份）

中國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

山東省

膠南市

經濟技術開發區

海南路1號

根據公司條例第XI部註冊的
香港營業地點
香港

灣仔

港灣道1號
會展廣場

辦公大樓4215室

公司資料
 

(i)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宣佈之下列變動已產生並自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起生效：

(1) 罷免高岩緒先生出任本公司之行政總裁；及

(2) 委任安豐軍先生出任本公司之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中國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4

業務回顧

期內，中國國內的雞育種及飼養行業市況疲弱，雞肉產品的

售價低於國際價格。儘管存在上述狀況，憑藉有效的成本削

減措施及向高附加值銷售配給資源，本集團的毛利及毛利率

分別由約人民幣35,000,000元改善至約人民幣46,100,000元及
由5.1%改善至7.3%。

在努力進行成本控制後，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由

虧損人民幣11,100,000元增加至溢利人民幣7,400,000元。

本集團將繼續透過提升其產品質素而加強其品牌。本集團將

繼續採取多種積極及審慎措施，例如加快發展銷售渠道、強

化本集團的品牌建立、探索新產品的發展及多元化。而且，

本集團將繼續進行其成本控制措施及改善管理方法（如提高

自動化水平及減少人工工序）以提高效率，並相信其對更健

康、安全及優質肉類產品的承諾將可讓本集團保持對同業競

爭對手的領先優勢。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營運及財務回顧

按產品劃分的收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變動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加工食品 329,893 292,211 12.9

冷藏及冷凍兔肉 123,108 113,480 8.5

冷藏及冷凍雞肉 100,092 160,627 (37.7)

其他產品 75,739 114,841 (34.0)

總計 628,832 681,159 (7.7)

加工食品

本集團於其本身的品牌下成功推出多種產品。根據本集團於

加工食品市場的聲譽及往績，加工食品的產量及銷量均有所

增加。

為了提高產品的盈利能力，若干冷藏及冷凍雞肉產品進一

步加工至與內部加工食品相關的高附加值雞肉。因此，加工

食品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

一三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292,200,000元增加12.9%至二零
一四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329,900,000元。

冷藏及冷凍肉類產品

兔肉及雞肉分部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佔本集團總收益的

35.5%，而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則為40.2%。兔肉及雞肉分部
的收益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錄得18.6%的減幅至人民幣
223,200,000元。

本集團就其兔肉品牌的推廣及產品開發方面已取得理想成

果。來自兔肉分部的收益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增加8.5%至約
人民幣123,100,000元。

誠如上文第二段「加工食品」所闡述，由於若干冷藏及冷凍

雞肉產品轉移至進一步加工，本集團雞肉分部於二零一四年

上半年的收益減少37.7%至約人民幣100,100,000元。

其他產品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製造及銷售其他產品的收益減少34.0%
至人民幣75,700,000元。隨著中國北京和上海市場以及日本及
韓國等海外市場產生收益，寵物食品銷售佔本分部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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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市場劃分的收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變動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出口 281,669 246,975 14.0

中國 347,163 434,184 (20.0)

總計 628,832 681,159 (7.7)

按地區劃分，出口銷售收益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增加14.0%
至約人民幣281,700,000元。出口銷售增加乃主要由於來自海
外市場的加工食品需求增加所致。

中國銷售減少乃主要由於中國市場的冷藏及冷凍雞肉銷售

減少所致。誠如上文第二段「加工食品」所述，若干冷藏及冷

凍雞肉產品進一步加工至與內部加工食品相關的高附加值

雞肉並出口至海外市場。

盈利能力

毛利（「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變動 變動百分比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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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加工食品 29,551 9.0 25,582 8.8 3,969 15.5

兔肉 13,157 10.7 8,279 7.3 4,878 58.9

雞肉 352 0.4 761 0.5 (409) (53.7)

其他產品 3,035 4.0 387 0.3 2,648 684.2

總計 46,095 7.3 35,009 5.1 11,086 31.7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毛利率由5.1%增加至7.3%，乃主要由
於期內兔肉相關產品及加工食品的售價上升所致。

加工食品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加工食品為主要的溢利來源。由於售

價上升，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毛利率由8.8%增加至9.0%。

冷藏及冷凍兔肉

冷藏及冷凍兔肉的毛利率由7.3%增加至二零一四年上半年
的10.7%，乃由於兔肉的需求增加而導致售價上升所致。

冷藏及冷凍雞肉

由於雞肉的平均售價下降，加上原材料成本上升，本集團的

毛利及毛利率分別下降至人民幣400,000元及0.4%。

其他產品

其他產品主要是雞肉與兔肉的副產品及寵物食品，該等產品

並非本集團的核心溢利來源。由於雞肉與兔肉副產品的價格

上升，毛利率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由0.3%上升至4.0%，而毛
利由人民幣4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3,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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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補貼、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以

及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分別為人民幣6,400,000元、人民幣
5,800,000元及人民幣1,300,000元。其他收入增加乃由於期內
中國政府為支持農業經營及業務而提供的政府補貼增加所

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運輸成本、推廣成本、薪金及福

利。銷售及分銷成本減少2.4%至約人民幣13,400,000元，此乃
由於期內營業額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專業費用、差旅開支及其他雜

項行政開支。行政開支減少32.4%乃主要由於實行成本控制
措施令差旅及招待費用減少所致。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指與處置損壞包裝材料有關的雜項開支。

融資成本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融資成本增加3 9 . 6 %至人民幣
21,800,000元，乃主要由於期內為撥付本集團的未來營運資
金而導致平均銀行借款增加所致。

稅項

所得稅開支包括合併山東凱加食品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山東凱加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統稱為「凱加集團」）的業務時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及土地使用權所作的公平值

調整帶來的遞延稅項抵免所抵銷的期內應計中國企業所得

稅。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狀況回顧

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主要為租賃的樓宇、廠房及機

器。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3.0%至
約人民幣640,900,000元，乃主要由於收購約人民幣42,300,000
元的設備及人民幣23,900,000元的折舊費用所致。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預付土地租金及無形資產分別減少約

人民幣2,200,000元及約人民幣200,000元，此乃主要由於攤銷
所致。無形資產指出口許可證及獲日本及歐盟（「歐盟」）相

關機關發出的衛生註冊證明，此等證明確保本集團所生產的

註冊產品獲准出口至該等國家。

商譽乃因過去收購附屬公司而產生。

生物資產指供出售的幼兔及幼雞以及供繁殖的種兔及種雞。

該等生物資產乃由本集團董事根據類似大小、品種及年齡的

兔╱雞的市場定價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進行估值。估值

方法乃遵照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
號釐定生物資產於目前位置及狀況下的公平值。

預期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需求有所增加，故存貨增加約

人民幣14,500,000元或11.0%至約人民幣146,600,000元。二零
一四年上半年的平均存貨週轉日數為43日，而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則為38
日。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應收貿易款項增加約人民幣4,600,000
元或5.7%至約人民幣85,600,000元。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平均
應收貿易款項週轉日數為24日，而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則為
21日。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減少約人民幣6,500,000元或16.2%至約人民幣33,600,000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已抵押存款）增加約人民幣

75,300,000元或17.1%至約人民幣514,700,000元。約人民幣
70,000,000元的銀行存款乃用作本集團計息借款的抵押。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隨著存貨增加而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142,8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56,900,000
元或39.8%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199,7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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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指有關建築及設施的應付款項、

應付薪金及福利、應計開支及已收按金。應計負債及其他應

付款項減少約人民幣16,200,000元或19.4%乃由於客戶支付的
按金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所減少所致。

經計及約人民幣351,000,000元的新增銀行借款及約人民
幣297,000,000元的貸款還款，計息銀行借款增加約人民幣
54,000,000元至約人民幣621,000,000元。約人民幣58,000,000
元的銀行借款乃分類為非流動負債。

應付一名關連人士款項指因貿易及其他交易而產生的應付青

島康大外貿集團有限公司（「康大集團」）的尚未償還結餘。

應付稅項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900,000
元減少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700,000元。此乃
由於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支付所得稅所致。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約為人民

幣710,5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04,100,000元），包括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868,400,000元（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53,900,000元）及流動資
產約人民幣823,7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738,800,000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
流動負債淨額狀況約人民幣88,9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0,200,000元），主要包括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結餘約人民幣444,7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369,400,000元）。此外，存貨約人民幣146,600,000
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2,100,000元）及
應收貿易款項約人民幣85,6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81,000,000元）亦為主要流動資產。主要流
動負債為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以及計息銀行借款，分別為

人民幣199,7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42,800,000元）及人民幣621,0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567,000,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

人民幣444,7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69,400,000元），計息銀行借款總額約為人民幣621,000,000元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67,000,000元）。本集
團的計息銀行借款的息率由6.00%至7.87%不等。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為99.3%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2.4%），乃按債項淨額人
民幣679,0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625,000,000元）及擁有人應佔權益人民幣683,500,000元（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76,200,000元）計算。本集團
將主要以其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尋求重續尚未償還銀行

借款及新銀行信貸以及探求其他融資來源的可用性以償還

債項。董事會深信本集團有充裕的財務資源償還其日後債

項，並支持其營運資金及未來業務擴充的資金需求。

外幣風險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承擔由各種貨幣帶來的外匯風險，主要涉

及的風險為以美元、日圓和歐元計值的應收款項。

本集團現時並無正式的外匯對沖政策，亦無進行對沖活動以

減低外匯風險。然而，管理層會監控外匯風險，並會考慮於

有需要時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

內撥備的資本承擔總額為約人民幣9,500,000元（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000,000元）。

資產抵押

計息銀行借款總額（包括有抵押負債）約為人民幣400,000,000
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20,000,000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由本集團

若干關連人士擔保，並由本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土

地使用權及已抵押存款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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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合共聘用4,667名
僱員（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12名僱員）。本集
團的薪酬政策乃根據行業慣例及個別僱員的表現制訂。於回

顧期間，總僱員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約為人民幣81,500,000
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9,500,000
元）。本公司並無為僱員設立購股權計劃。



中國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其他資料
 

9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的股份及相關股份擁有的權益及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彼等被視作或當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證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於本公司所存置登記冊內、或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
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准守則」）規定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者（合稱「須披露權益」）記錄如

下：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百分比

高思詩 166,740,000 – – – 166,740,000 38.5

高岩緒 14,310,000 – – – 14,310,000 3.3

安豐軍 – – – – – –

張 琪 8,910,000 – – – 8,910,000 2.1

劉俊雄 – – – – – –

賀丁丁 – – – – – –

余仲良 – – – – – –

山田直樹 – – – – – –

189,960,000 – – – 189,960,000 43.9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的聯繫人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須記錄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
置的登記冊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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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有關本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非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

及相關股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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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程秀太
記名及 
實益擁有人

33,324,000 7.70

Proven Choice Group Limited（附註1）
記名及 
實益擁有人

26,260,000 6.07

汪林佳（附註1） 視為擁有權益 26,260,000 6.07

Zensho Co. Ltd.（附註2）
記名及 
實益擁有人

51,971,000 12.0

附註：

1. Proven Choice Group Limited由汪林佳全資擁有，而汪林佳與本公司任何董事或股東概無關連。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汪林佳被視為於Proven Choice Group Limited所持有的26,26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Zensho Co. Ltd.為獨立第三方，且為日本上市公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未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予披露的權益或淡倉記錄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內。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並不建議支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支付中期股息。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購買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概無獲授可透過購買本公司的股份或債券

而獲利的權利，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立任何安排，以讓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可獲得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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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從未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劉俊雄先生、賀丁丁先生及余仲良先生，以及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張琪先生

及山田直樹先生。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準則，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

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

守則條文。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在對本公司董事進行具體

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致謝

本人謹此就董事會、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辛勤工作和無私奉獻致以由衷謝意，並向所有股東和客戶對本集團的支持表示

謝意。

代表董事會 
中國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主席 
高思詩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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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628,832 681,159
銷售成本 (582,737) (646,150)  

毛利 46,095 35,009

其他收入 5 15,766 9,529
銷售及分銷開支 (13,370) (13,694)
行政開支 (18,881) (27,920)
其他經營開支 (782) (413)  

經營所得盈利 6 28,828 2,511
融資成本 7 (21,803) (15,622)
分佔聯營公司的虧損 (459) (310)  

除稅前盈利╱（虧損） 6,566 (13,421)
所得稅（開支）╱抵免 8 (193) 65  

本期間盈利╱（虧損） 6,373 (13,356)
其他全面收益 – –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6,373 (13,356)  

以下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394 (11,079)
非控股權益 (1,021) (2,277)  

6,373 (13,35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10
基本（人民幣分） 1.70 (2.56)
攤薄（人民幣分） 1.70 (2.56)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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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40,891 622,446
預付土地租金 127,506 129,698
無形資產 942 1,15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741 2,200
商譽 59,428 59,428
生物資產 29,453 31,040
長期應收款項 5,047 5,047
遞延稅項資產 3,363 2,923  

868,371 853,934
流動資產
生物資產 39,742 42,751
存貨 146,570 132,060
應收貿易款項 11 85,596 80,971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33,637 40,156
長期應收款項之即期部份 3,523 3,523
已抵押存款 70,000 70,000
現金及銀行結餘 444,669 369,387  

823,737 738,84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2 199,660 142,808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67,291 83,484
計息銀行借款 13 621,000 567,000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22,686 23,517
遞延政府補貼 1,337 1,337
應付稅項 675 882  

912,649 819,028  

流動負債淨額 (88,912) (80,18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79,459 773,754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貼 10,996 11,664
計息銀行借款 58,000 58,0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68,996 69,664  

資產淨值 710,463 704,090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2,176 112,176
－儲備 571,372 563,978  

683,548 676,154
非控股權益 26,915 27,936  

權益總額 710,463 704,090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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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資本

贖回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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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12,176 257,073 (41,374) 2,374 43,812 302,093 676,154 27,936 704,090         

期內盈利╱（虧損）（未經審核） – – – – – 7,394 7,394 (1,021) 6,373

其他全面收入（未經審核） – – – – – – –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未經審核） – – – – – 7,394 7,394 (1,021) 6,373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12,176 257,073 (41,374) 2,374 43,812 309,487 683,548 26,915 710,46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12,176 257,073 (41,374) 2,374 44,158 295,715 670,102 35,330 705,452         

期內虧損（未經審核） – – – – – (11,079) (11,079) (2,277) (13,356)

其他全面收入（未經審核） – – – – – – –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未經審核） – – – – – (11,079) (11,079) (2,277) (13,356)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12,176 257,073 (41,374) 2,374 44,158 284,636 659,043 33,053 692,096         

未經審核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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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除稅前盈利╱（虧損） 6,566 (13,421)
就以下各項作出調整：
利息收入 (1,299) (1,321)
利息開支 21,803 15,62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852 21,580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2,193 1,454
無形資產攤銷 210 500
生物資產公平值的變動減估計銷售點成本產生的收益淨值 (5,795) (6,023)
政府補助遞延收入攤銷 (669) (245)
應佔聯營公司的虧損 459 310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盈利 47,320 18,465
存貨減少 (14,510) (13,733)
應收貿易款項減少 (4,625) (438)
生物資產增加 10,391 9,038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增加 6,519 12,326
與一間關連公司的結餘減少 (831) (38,121)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增加╱（減少） 56,852 (8,523)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 (16,193) (21,161)  

經營所得╱（所用）現金 84,923 (42,147)  

已付利息 (21,803) (15,622)
已繳付所得稅 (840) (422)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62,280 (58,191)  

未經審核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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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2,297) (19,145)
出售於一間附屬公司權益所得款項 1,299 1,312
已抵押存款減少 – 45,976
已收利息 – 3,060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40,998) 31,203  

來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額外銀行貸款 351,000 412,000
償還銀行貸款 (297,000) (430,000)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54,000 (18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75,282 (44,988)
財務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9,387 370,699  

財務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44,669 325,7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444,669 32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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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

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anon’s Court，22 Victoria Street，Hamilton HM12，Bermuda。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青島膠南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海南路1號。本公司股份分別自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起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主板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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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生產及買賣食品，以及養殖及銷售禽畜及肉兔。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業務。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為本集團的功能貨

幣。

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

者一致，惟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及其轄下的國際財務報

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頒佈的部分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除外，而該等經修訂準則、修訂

本及詮釋對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的財務報表生效。採納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

本公司即期及往期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及呈報方法並無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毋須對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3.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的個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

會計準則及詮釋）而編製。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的適用披露規定。

除生物資產乃按公平值列賬外，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謹請留意編製財務報表時需要運用之會計估計及假設。雖然該等估計乃由管理人員根據其對現時事件及行動之最

佳了解及判斷而作出，惟實際結果最終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出入。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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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分四個主要業務分部經營：

－ 生產及銷售加工食品

－ 生產及銷售冷藏及冷凍兔肉

－ 生產及銷售冷藏及冷凍雞肉

－ 生產及銷售其他產品

向本集團執行董事所提供有關本集團須申報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加工食品
冷藏及

冷凍兔肉
冷藏及

冷凍雞肉 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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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申報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329,893 123,108 100,092 75,739 628,832     

須申報分部盈利 22,537 8,637 126 1,425 32,725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加工食品

冷藏及

冷凍兔肉

冷藏及

冷凍雞肉 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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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申報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292,211 113,480 160,627 114,841 681,159      

須申報分部盈利 14,207 5,997 532 579 21,315      

須申報分部盈利與本集團除稅前盈利之對賬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申報分部盈利 32,725 21,315
其他收入 15,766 9,529
行政開支 (18,881) (27,920)
其他經營開支 (782) (413)
融資成本 (21,803) (15,622)
分佔聯營公司的虧損 (459) (310)  

除稅前盈利╱（虧損） 6,566 (1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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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的收益（其亦為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已扣除退貨撥備、交易折扣及增值稅後，售出貨品之發票淨值。本集團的

收益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貨品 628,832 681,159  

其他收入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299 1,312
政府補貼遞延收入攤銷 669 245
與收入有關的政府補貼 6,424 1,429
生物資產公平值減估計銷售點成本之變動產生的收益淨值 5,795 6,023
其他 1,579 520  

15,766 9,529  

6. 經營所得盈利

本集團經營所得盈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582,737 646,15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852 21,580
無形資產攤銷 210 500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2,193 1,454
生產設施經營租約項下的最低租賃付款 6,354 6,934
生物資產公平值減估計銷售點成本之變動產生的收益淨值 (5,795) (6,02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81,484 79,532
減：退休計劃供款 (4,556) (4,341)  

總員工成本 76,928 75,191
淨匯兌虧損 730 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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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項目的利息費用：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 21,803 15,622  

8.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632) (357)
遞延稅項抵免 439 422  

所得稅（開支）╱抵免總額 (193) 65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盈利（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故概無就期內的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現行中國所得稅法規、慣例及有關詮釋按適用於中國附屬公司的所得稅率就作法定呈報用

途的收入計提撥備，並對就所得稅而言並非應課稅或可扣稅之收入及開支項目作出調整。

9. 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會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10.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約人民幣7,394,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虧損人民幣11,079,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432,948,000股（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32,948,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有關期間的每

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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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款項

應收貿易款項為免息，一般期限為30至90日，並以原發票金額（即初步確認時的公平值）予以確認。

於申報日期根據發票日期計算的應收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65,737 62,314
31至60日 11,146 12,181
61至90日 6,497 3,443
91至120日 1,338 641
120日以上 878 2,365  

85,596 80,971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會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及為客戶設定信貸限額。客戶的信貸限額每年審閱一次。

12.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應收貿易款項為免息並一般於60日期限支付。

於申報日期的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60內 122,281 103,171
61至90日 20,662 19,444
91至120日 18,935 7,526
120以上 37,782 12,667  

199,660 142,808  



中國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2

13. 計息銀行借款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計息銀行借款
分類為流動負債 621,000 567,000  

分類為非流動負債 58,000 58,00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計息銀行借款中約人民幣400,000,000元乃以質押本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土地使
用權及已抵押存款的方式作抵押。

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乃按6.00%至7.87%（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00%至7.87%）的年利率計息。

14. 關連人士交易

(a) 除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所披露的交易及結餘外，以下為與關連人士進行的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關連公司作出銷售 (i) 728 244
向主要股東作出銷售 (ii) 56,718 51,170
已支付予關連公司租金開支 (iii) 300 20
關連公司就授予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作出的擔保 (iv) 250,000 150,000  

(b)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的短期僱員福利 790 1,350  

附註：

(i) 向關連公司作出銷售為向一間關連公司（高思詩先生、高岩緒先生及張琪先生持有該關連公司的實益權益）作出

的銷售。 該等銷售乃經參照本集團與該等關連公司磋商的條款後在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

(ii) 本集團與其主要股東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訂立一份協議（「食品供應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向其主要股

東出售食品（包括本集團所生產之包裝產品、肉類產品、湯類、蔬菜及其他食品）。該等銷售乃經參照本集團與該

主要股東磋商的條款後在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

(iii) 向關連公司（高思詩先生、高岩緒先生及張琪先生為該等關連公司股東及╱或董事）支付的租金開支乃根據租賃

協議的條款進行。

(iv)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乃由關連公司（高思詩先生及高岩緒先生亦為該等關連公司股東及董事）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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