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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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AIDO GROUP LIMITED 
大同集團有限公司大同集團有限公司大同集團有限公司大同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0054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之之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大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之

比較數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五年截至二零一五年截至二零一五年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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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3 129,104 96,846 
直接成本  (107,821) (90,918) 
    
毛利  21,283 5,928 
其他收入 4 1,093 1,052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606 (19) 
其他費用  (619) - 
銷售及分銷成本  (5,876) (4,121) 
行政費用  (17,788) (15,948) 
分佔一家合資企業虧損  (1,681) (993) 
財務費用 6 (4,330) (493) 
    
除稅前虧損 7 (7,312) (14,594) 
所得稅開支 8 - - 
    
本期間虧損  (7,312) (14,594) 
    
 
 
*僅供識別 

 

  



– 2 – 

  截至二零一五年截至二零一五年截至二零一五年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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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79 125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7,233) (14,469) 
    
    
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312) (14,594) 
非控股權益  - - 

    
  (7,312) (14,594) 
    
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233) (14,469) 
非控股權益  - - 

    
  (7,233) (14,469) 
    
    
每股虧損－基本 10 (0.3)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0.6)港仙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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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349 9,888 
商譽  8,581 8,581 
於一家合資企業權益   6,499 8,181 
可供出售投資  38,502 38,502 
已付租賃按金  21,792 21,780 
抵押銀行存款  90,000 90,000 
應收貸款  53,050 - 
    
  231,773 176,932 
 
 
 
 
    



– 3 –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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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713 1,636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11 67,705 51,809 
應收貸款  950 - 
應收一家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款項   9,761 5,949 
持作買賣投資   791 834 
銀行結存及現金  150,785 149,151 
    
  231,705 209,379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28,434 20,674 
應付一家被投資公司款項  39,042 23,795 
應付一家合資企業款項  - 1,270 
融資租賃承擔  1,509 578 
承兌票據  4,934 4,762 
    
  73,919 51,079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57,786 158,3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9,559 335,232 
    
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    
股本  24,323 24,323 
股份溢價及儲備  243,241 250,47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67,564 274,797 
非控股權益  14,923 14,923 
    
  282,487 289,720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2,480 1,081 
承兌票據  4,592 4,431 
債券  100,000 40,000 
  
  107,072 45,512
  
  389,559 33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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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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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主主主要會計政策要會計政策要會計政策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以公平值計量之若干金融工具（如適用）

除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

遵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有關編制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以下由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的年

度改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的年

度改進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之修訂 確定福利計劃：員工供款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

╱或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載披露並無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用作分配資源或評估

分部表現之資料著重於所遞送或提供商品及服務之類別。並無任何經主要營運決策人確

定之經營分部於總結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時合併計算。 
 
特別是，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劃分之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1. 於香港經營之冷凍倉庫及相關服務（「冷凍倉庫及相關服務」） 
2.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經營之貿易及相關服務（「貿易及相關服務」） 
3. 於香港經營之貸款服務（「貸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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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本集團已開始其於香港貸款業務及對此貸款服務經營

分部之呈報。 
 
以下為本集團來自經營業務的收入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劃分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冷凍倉庫及冷凍倉庫及冷凍倉庫及冷凍倉庫及
相關服務相關服務相關服務相關服務 

貿易及貿易及貿易及貿易及 
相關服務相關服務相關服務相關服務 貸款服務貸款服務貸款服務貸款服務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收入 109,666  18,052  1,386 129,104 
       
       
分部溢利（虧損） 8,456  (5,290 ) (549) 2,617 
       
未分配收入      1,093 
未分配開支      (6,649)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43) 
財務費用      (4,330) 
       
除稅前虧損      (7,312)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冷凍倉庫

及相關服務 
貿易及 

相關服務 貸款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93,086  3,760  - 96,846 
       
       
分部虧損 (2,154 ) (6,433 ) - (8,587) 
       
未分配收入      1,052 
未分配開支      (6,504)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62) 
財務費用      (493) 
       
除稅前虧損      (14,594) 
 
 
分部業績指來自各分部之溢利(虧損)，並無分配利息收入、若干雜項收入、中央行政費
用、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及財務費用。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營運決策人

（即執行董事）呈報之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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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分部資產及負債分部資產及負債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按可呈報分部劃分之分析：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冷凍倉庫及相關服務 98,004  81,370 
貸款服務 55,126  - 
貿易及相關服務 12,798  11,000 
    
分部資產總額 165,928  92,370 
未分配資產 297,550  293,941 
    
綜合資產 463,478  386,311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冷凍倉庫及相關服務 21,601  16,538 
貸款服務 54,806  - 
貿易及相關服務 7,114  4,416 
    
分部負債總額 83,521  20,954 
未分配負債 97,470  75,637 
    
綜合負債 180,991  96,591 
 
 

4.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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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銀行利息收入 336  850  
雜項收入 757  202  
     
 1,093  1,052  

 
5. 其他收益及虧損其他收益及虧損其他收益及虧損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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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43 ) (6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649  43  
     
 606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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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財務費用財務費用財務費用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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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融資租賃承擔之利息 71  11  
承兌票據之估算利息開支 332  482  
債券利息 2,257  -  
銀行費用 70  -  
債券配售佣金 1,600  -  
     
 4,330  493  

 
 
7. 除稅前虧損除稅前虧損除稅前虧損除稅前虧損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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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間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存貨撇銷 -  1,17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371  1,978  

 
 
 
8. 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按25%之適用稅率計算。 
 
由於組成本集團之個別公司於兩段期間均錄得虧損，故毋須作出香港利得稅及企業所得稅
撥備。 
 
 
 

9.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報告期間內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股息。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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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每股虧損每股虧損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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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7,312 ) (14,594 ) 
     
 ’000  ’000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股數 2,432,304  2,432,304  
 
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每股虧

損未受攤薄影響。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訂金及預付款訂金及預付款訂金及預付款項項項項 

 

除若干客戶獲給予30至60日信貸期外，本集團不會就提供冷凍倉庫及相關服務給予信貸
期。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扣除呆賬撥備之應收貿易賬款60,118,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230,000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與收入確認日期接近）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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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審核） 
    
0至 30日 22,969  23,774 
31至 60日 17,716  12,559 
61至 90日 9,168  7,705 
91至 120日 7,293  2,796 
超過 120日 2,972  396 
    
 60,118  4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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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貿易賬款11,16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6,981,000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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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審核） 
    
0至 30日 6,724  5,102 
31至 60日 4,084  1,716 
61至 90日 156  78 
91至 120日 40  85 
超過 120日 164  - 
    
 11,168  6,981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整體業績整體業績整體業績整體業績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經營業務之收入總額約為129,000,000港
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約97,000,000港元增加約33%。 
 
本集團之整體業績較上一年度有明顯改善。然而，該正面表現部分被其貿易業務錄得虧損所

抵銷。 
 
本集團業務營運之整體收入與二零一四年同期表現為佳。本公司擁有人期內應佔虧損淨額有

所減少。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虧損減少約為7,000,000港元，而二零一四年則約為15,000,000
港元。每股虧損為0.3港仙。 
 
本集團認為虧損減少可能是由於其冷凍倉庫業務之邊際利潤增加，以及其貿易業務表現改善

所致。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於香港經營冷凍倉庫及相關業務、於中國經營貿易及相關業務以及提供

貸款服務。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冷凍倉庫及相關業務冷凍倉庫及相關業務冷凍倉庫及相關業務冷凍倉庫及相關業務 
冷凍倉庫 
 
作為本集團的核心業務，該分部持續表現良好及收入錄得增長。其冷凍倉庫的倉儲租金率已

上調，以回應經營成本的增加。為維持該分部的正面表現，本集團實施策略配置其客戶組合，

以確保其倉庫維持較高的存貨週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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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本分部於本年度上半年維持平穩表現。儘管本集團已上調其物流服務費用，但由於該行業競

爭激烈，進一步加價空間有限。 
 
工業條冰（供建築用途） 
 
於本年度首兩個季度，本集團工業條冰業務之營業額表現甚佳。按傳統而言，該等產品屬季

節性產品，會受到氣候、溫度及天氣狀況導致的需求波動影響。 
 
於中國之貿易及相關業務於中國之貿易及相關業務於中國之貿易及相關業務於中國之貿易及相關業務 
 
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本集團擴大其產品範圍，並努力拓展其於中國內地之零售分銷網絡，

包括更多超市及便利店。本集團已與北京華聯連鎖超市及整個華南地區的7-11特許經營店簽
署分銷協議。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於中國之貿易及相關業務之業績已見改善。 
 
此外，本集團已與一家中國公司簽署合資協議，以為本集團的貿易業務提供物流支持。隨著

本集團產品組合持續多元化而令其分銷網絡得以擴展，該項目之商業潛力將全面優化。 
 
貸款服務貸款服務貸款服務貸款服務 
 
自去年第四季度起，本集團開始發展其貸款業務，為其需要有關支持的冷凍倉庫客戶及其他

客戶提供融資。目前，該項業務仍處於初步發展階段，因此，對本集團之收益貢獻較為微少。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數3,5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00,000
港元）之銀行融資以3,5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00,000港元）之銀行存
款作抵押。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已動用之金額約為3,5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3,5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數約87,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87,000,000港元）之銀行存款已抵押予一家銀行，該銀行就相等於租賃協議項下本集團12個月
應付租金之款項向兩名業主作出銀行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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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與財務資源流動資金與財務資源流動資金與財務資源流動資金與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151,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149,000,000港元）。有關結存輕微增加主要是由於發行債券之所得款項、應付
一家被投資公司款項增加、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所致。資產負

債比率按非流動借貸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約為40%（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6.56%）。有關增幅主要由於發行債券所致。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列值。董事認為，本集團承擔之匯率風險低微。當更多

貿易業務於中國營運時，本集團或須承擔相對較高之匯率風險。董事將定期檢討本集團所面

臨的匯率風險。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以融資租賃撥付資本開支。於二零一四年，本集團宣佈於自配售期

內配售本金總額最多達500,000,000港元之債券。發行債券之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本集團一般
營運資金。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二零一五年一

月二十六日及四月二十三日之公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承配人已認購及本公司已發

行本金總額為100,000,000港元之債券。 
 
股本結構股本結構股本結構股本結構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為24,323,040港元，分為2,432,304,000股每
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 
 
僱傭及薪酬政策僱傭及薪酬政策僱傭及薪酬政策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之全職僱員總數分別約為250名及50名（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50名香港僱員及25名中國僱員）。本集團每年檢討酬金，而除基
本薪金外，本集團亦會為員工提供各種福利，包括發放酌情花紅、強制性公積金、員工住宿、

午膳╱午餐津貼及專業指導╱培訓津貼，以使員工受惠。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儘管未來經濟充滿不確定性，但本集團對其全年的整體表現仍抱持樂觀態度。鑒於香港超過

95%的食物通過進口，而其大部分在零售前須進行冷藏存儲，加上香港因人口增長而對新鮮、
易變質食品的需求持續增加，預期本集團的冷凍倉庫及相關業務將會產生穩定的收入來源。

本集團於葵涌的兩間倉庫均取得相當高的使用率，隨著管理層實施策略獲得優質客戶，使用

率有望進一步提升。 
 
另一業務方面，本集團已採取措施強化其分銷網絡及產品多元化，以提升其於中國內地之貿

易業務，期望從中獲益。拓展本集團的貿易活動將有助增強本集團的物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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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本集團對其前景充滿信心，但亦認知到外部環境挑戰重重。根據香港政府公佈的第一季

度經濟報告，本地經濟第一季度實際溫和增長2.1%，較前一季度錄得的2.4%增長率略為減
少，而經濟增長率可能會持續下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路透社調查經濟學家的預測，

預期中國內地的國內生產總值由二零一四年的7.4%將放緩至本年度的6.8–7%。該等因素及
其他經濟不利趨勢或有可能會對本集團業務產生負面影響。 
 
冷凍倉庫及相關業務冷凍倉庫及相關業務冷凍倉庫及相關業務冷凍倉庫及相關業務 
冷凍倉庫 
 
本集團會審慎監察該核心業務，其上半年表現平穩。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提供的數據，二零

一五年一月至六月訪港遊客增長2.8%。同期，內地訪港遊客數量則增長4.7%。 
 
然而，按年比較二零一五年六月的數字顯示，訪港遊客及內地訪港遊客人數分別下降2.9%及
1.8%。該下降趨勢或會影響本集團的冷凍倉庫業務依賴的餐飲業。本集團面臨的其他挑戰包
括勞工及電費等經營成本不斷攀升，加上食品價格持續上漲，可能影響冷凍食品的消費。為

降低該等影響，本集團將致力透過優化其客戶組合致使更能高效地利用倉儲空間及設施。 
 
工業條冰（供建築用途） 
 
建築行業對工業條冰的需求預期將於未來短期內持續。受惠於季節性需求劇增，該分部表現

於夏季及初秋期間將顯著提升。 
   
根據二零一五年施政報告，城市規劃委員會已批准開發26處住房地盤之申請，而啟德發展區
將提供不少於6,800套住宅單位及不少於430,000平方米的額外商業樓面面積。所有該等項目均
將為本集團工業條冰業務創造機遇。 
 
於中國之貿易及相關業務於中國之貿易及相關業務於中國之貿易及相關業務於中國之貿易及相關業務 
 
本集團持續承諾拓展其於中國內地之分銷網絡及產品種類如新增益生菌飲品、酸奶及韓國傳

統零食，預期該分部將會從中受益。根據貿易發展局提供之數據，中國城鎮化率自改革初起

加速發展，至二零一四年達54.77%。中國城市人口密度高企導致消費品需求集中。中國最大
三個城市－北京、上海及廣州－均為大型消費市場，居民一般具有較高消費能力。按商品銷

售位置推算，城鎮地區佔消費品零售總量超過86%。所有該等發展因素均有望對本集團之貿
易及相關業務帶來可見提升。然而，預期高級消費者之需求或會因近期中國內地股市暴跌而

遭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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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服務貸款服務貸款服務貸款服務 
 
該業務已經建立，旨在為來自香港及中國內地之冷凍倉庫客戶提供信貸融資以及其他貸款機

會。自其去年年底成立以來，該分部表現遜於預期。 
 
鑒於其增長低迷，本集團將檢討該分部之業務策略以提升盈利能力。由於不論經濟好壞均存

在貸款需求，故長遠而言，貸款業務可將被視為本集團提供穩定收益的來源。根據政府統計

處於二零一四年二月提供之數據，於二零一四年，香港獲認可機構提供之貸款及墊款總額達

4,532,400,000,000港元，較上一年度之3,978,800,000,000港元增加13.9%。 

 
企業策略及長期經營模式企業策略及長期經營模式企業策略及長期經營模式企業策略及長期經營模式 
 
本集團致力於提升其冷凍倉庫及物流業務之表現，而同樣致力於維持其整體業績之增長動

力。本集團將專注於在香港及中國內地發展具高增長潛力之新業務。 
 
本集團冷凍倉庫及相關業務方面，本集團繼續維持高水平經營效率，以確保成功挽留優質客

戶及保持高存貨週轉率。本集團將透過提供優質的倉儲及物流服務，從倉儲到運輸、派送以

至貨櫃拖拆等一站式服務，使有助實現這一目標。 
 
儘管本集團尋求維持其核心業務之邊際利潤，但本集團亦致力透過採納有效之市場滲透策略

提升其食品貿易業務。就此而言，本集團拓展其產品種類及於內地之分銷網絡，籍以與市場

動態步調一致。管理層相信，本集團貿易業務將為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收入帶來長期貢獻。 
 
作為香港一家主要的冷凍倉庫供應商之一，本集團致力持續提升其核心業務之盈利能力，堅

定專注於提升其內地貿易業務之表現。本集團謹藉此機會對股東的堅定支持表示感謝，並承

諾同心協力提升股東回報。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購購購購買買買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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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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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董事會認為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列原則及守則條文（「企業管治守則」），惟下文所指
明及闡述之偏離情況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以區分，並不應由一人
同時兼任。期內，本公司未有委任主席。歐達威先生及蔡啟昇先生分別出任本公司行政總裁
及財務總監職務。歐達威先生負責一切日常企業管理事宜，而蔡啟昇先生則負責企業財務事
宜。 
 
董事會目前無意填補主席一職，並相信主席職位懸空不會對本公司構成不利影響，此乃由於
本公司決策程序皆由執行董事共同參與。董事會將持續檢討其現行架構及委任適當人選履行
主席職務之需要。如有需要，本公司將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作出委任，以
填補該職位。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書面證券買賣政策，當中載有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其條款
並不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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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準則（「證
券買賣政策」）。 
 
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證券買賣政
策所載規定準則。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並無發現違規事件發生。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與董事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
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應審核
委員會要求，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
「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由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志雄先生、馮少杰先生及謝遠明先生組成。梁志雄
先生出任審核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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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內部監控內部監控內部監控 
 
本集團已採納一系列內部監控措施，包括加強高級管理層匯報渠道。作為慣常程序及內部監
控系統其中部分，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會至少一星期會面一次，以檢視每個部門之財政及
營運表現。每個部門之高級管理層均須定期向執行董事知會有關部門業務之重要發展及執行
由董事會所訂立的策略與政策之情況。 
 
期內，本公司已制訂中國貿易附屬公司之正式僱員手冊，並獲管理層批准。該手冊清楚列明
適用於中國貿易附屬公司業務之政策及程序，並訂明在其業務經營下各員工於職務、誠信及
原則方面須遵守之責任。 
 
同時，本公司已調整其僱員手冊之政策，以遵守相關之更新條例。兩本僱員手冊均已妥為送
達員工並可強制執行。 
 
承接於去年內部監控審閱中國貿易附屬公司之採購、銷售及存貨（「進銷存」）程序後，期內
管理層已開始為其業務著手制訂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透過ERP系統，我們能優化
採購及銷售程序以及存貨管理，維護數據質素、數據驗證及認證，提升財務及會計系統追蹤
及預算控制效率。 
 
ERP系統之框架大致完成。完備之ERP系統預計將於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完成，並將進行相應
測試，預期將會於測試期後適時實施。 
 
本集團將妥善跟進所有內部監控程序，以確保實施並將持續監察有關程序。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信納內部監控制度行之有效，且未有發現任
何導致其相信本集團內部監控制度存在漏洞之事宜。此外，董事會將持續檢討該制度，並將
因應經營環境變動作出增補或更新。 
 
刊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刊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刊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刊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公 告 於 披 露 易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irasia.com/listco/hk/daido/index.htm刊載。  
 
本公司之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
司股東，並在披露易及本公司網站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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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歐達威先生、蔡啟昇先生及何漢忠先生；非執
行董事馮華高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馮少杰先生、梁志雄先生及謝遠明先生。 
 

承董事會命 
大同集團有限公司大同集團有限公司大同集團有限公司大同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歐達威歐達威歐達威歐達威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