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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362,600,000元，較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約人民幣1,321,800,000元增加約3.1%，而整體食用

油銷售量則持平約為 119,924噸。和二零一五年下半年相比，在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度中國

食用油市場改善和平均售價上升帶動下整體食用油的毛利率已改善和上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輕微減少約 1.6%至約人

民幣140,9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143,100,000元），主要原因是配合新代言人和品牌

升級在廣告和市場營銷費之開支大幅度增加。而受惠於所得稅開支減少，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本集團溢利增長約11.1%至約人民幣119,200,000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純利率約為 8.8%（二零一五年： 8.1%）和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增長至約為人民幣20.79分（二零一五年：人民幣18.71分）。

五年業務發展計劃（二零一六至二零二零年）之進展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度在廣告宣傳方面比去年同期費用明顯投入大增，務求把品牌形象同

步提升。同時繼續優化銷售渠道，為中秋銷售旺季訂單和工作做好準備。另外，新產品

長壽花廚房系列食品，包括東北大米、小米和綠豆的雜糧已在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在體

驗店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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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本集團」或「長壽花」）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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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

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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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 1,362,563 1,321,846

銷售成本 (1,063,097) (1,034,633)

毛利 299,466 287,213

其他收入 5 35,703 37,104

銷售及分銷費用 (153,006) (136,474)

行政費用 (38,166) (36,096)

其他營運費用 (84) (189)

經營溢利 6 143,913 151,558

融資成本 7 (3,012) (8,43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0,901 143,121

所得稅開支 8 (21,653) (35,81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19,248 107,304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 20.791 18.708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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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119,248 107,304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虧損 (680) (12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680) (12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總全面收益 118,568 10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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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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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511 795,875
土地使用權 168,129 169,720
商譽 62,762 62,762
收購資本資產之已付按金 41,320 13,530

1,042,722 1,041,887

流動資產

存貨 468,029 198,492
應收賬款及票據 11 458,272 469,70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43,061 134,683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887 2,985
現金及銀行結餘 861,428 948,727

1,933,677 1,754,59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61,501 87,864
應計負債、其他應付款及已收按金 141,173 174,586
應付股息 20,935 18,768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78,655 6,776
借款 206,301 207,569
應付稅項 12,405 16,031

620,970 511,594

流動資產淨值 1,312,707 1,242,998

資產淨值 2,355,429 2,284,88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50,109 50,109
儲備 2,305,320 2,234,776

總權益 2,355,429 2,28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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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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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油及玉米粕。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

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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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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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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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

者貫徹一致，惟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並於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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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根據向本集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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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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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油、花生油及稻米胚油；及 (iii)玉米

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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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之目的而言，董事透過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本集團財務報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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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量方法與前期一致。

有關向本集團執行董事提供之本集團須予呈報分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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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252 875,608 143,764 133,939 1,362,563

須予呈報分部收入 209,252 875,608 143,764 133,939 1,362,563

須予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16,439 242,408 45,867 (5,248) 299,466

折舊 5,572 23,367 3,777 3,567 36,283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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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76 837,669 203,403 136,098 1,321,846

須予呈報分部收入 144,676 837,669 203,403 136,098 1,321,846

須予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5,658 263,109 44,060 (25,614) 287,213

折舊 3,918 16,192 4,490 4,557 2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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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呈報分部收入指綜合收益表中本集團之收入。須予呈報分部溢利及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對賬載列

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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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466 287,213

其他收入 35,703 37,10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53,006) (136,474)

行政開支 (38,166) (36,096)

其他營運開支 (84) (189)

融資成本 (3,012) (8,437)

除稅前溢利 140,901 143,121

5. 收入及其他收入

來自本集團主要業務之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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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銷售貨品 1,362,563 1,321,846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銀行結餘 10,957 17,291
—其他 1,106 72

銷售廢料 11,236 12,516

來自保險公司之賠償收入 367 —

來自其他債權人之補償收入 255 74

匯兌收益淨額 — 1,100

政府資助及補貼* 6,266 5,479

其他 5,516 572

35,703 37,104

* 本集團獲相關中國政府機關發放資助，以支持本集團於中國之食用油業務。概無就收取資助而須達

成之未達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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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溢利乃經扣除╱（計入）：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939,615 931,02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3,070 38,039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801 1,49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78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4,387 (1,100)

租賃物業之營運租賃開支 1,319 1,628

研究和開發成本 344 62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酬金及花紅 56,830 49,105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3,098 2,352

總員工成本 59,928 51,457

7.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借款利息 3,012 8,437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21,653 3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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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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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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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三星玉米產業科技有限公司（「玉米產業」）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根據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

法獲評為高新技術企業，並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兩年內可享有優惠稅率 15%。於二零一五年，玉

米產業再獲評為高新技術企業，故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享有優惠稅率15%。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119,248 107,304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73,560,000 573,560,00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購股權 不適用 不適用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不適用 不適用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公司之購股權於尚未行使期間內之行使價高於股份平均市

價，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無）。

11. 應收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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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772 465,615

應收票據 1,500 4,090

458,272 46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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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客戶的交易條款主要以信貸形式進行，除新客戶通常須預付貨款外。客戶一般獲授予 45至 180

日之信貸期。應收賬款及票據不計息。其乃按其原發票金額（即初步確認時之公平值）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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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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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815 270,501

61至90日 78,271 65,829

91至180日 35,758 89,003

181至365日 29,632 28,701

超過365日 16,796 15,671

458,272 469,705

12.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不計息及一般根據30日期限償付。應付賬款於報告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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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58 64,480

31至60日 6,896 8,190

61至90日 6,124 5,001

91至180日 5,777 5,062

181至365日 1,866 3,002

超過365日 3,680 2,129

61,501 87,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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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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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內銷予以其自家品牌銷售食用玉米油之其他公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362,600,000元，較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人民幣 1,321,800,000元增加約 3.1%。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由增長約11.1%至約人民幣119,200,000
元。而整體食用油銷售量則持平約為 119,924噸。和二零一五年下半年相比，在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度中國食用油市場改善和平均售價上升帶動下整體食用油的毛利率已改善和上升。

本集團繼續把自家品牌的發展視為首要任務，並相繼以「長壽花」品牌推出不同種類的其他

食用油產品。本集團未來傾向集中發展品牌業務，非品牌玉米油對收入的佔比將陸續減少

以配合有利公司長線的發展方針。本集團長期及持久之發展取決於其成熟穩健之營銷及分

銷網絡。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分銷網絡有 1,472個（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 1,460個）批發分銷商及 157個（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7個）零售商，覆蓋中

國內地（除西藏外）之所有省級行政區。

財務回顧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 本 集 團 錄 得 收 入 增 長 約 3 . 1 % 至 約 人 民 幣

1,362,6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1,321,8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 (1)自家品牌油； (2)非品牌油；及 (3)玉米粕之銷售額分別為約人民幣 992,200,000元、人

民幣 236,500,000元及人民幣 133,900,000元（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 979,800,000元、人民幣

205,900,000元及人民幣136,100,000元），分別佔本集團總收入約72.8%、17.4%及9.8%（二零一

五年： 74.1%、 15.6%及 10.3%）。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增長約 11.1%至約人民幣

119,200,000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品之銷售於中國進行。除了

玉米油是自家生產和品牌稻米胚油是自家技術研發和透過第三方生產外，其他品牌食用油

和╱或其原材料毛油也是對外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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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增加約 3.1%（即人民幣 40,700,000元）
至約人民幣1,362,600,000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整個中國食用油市場開始改善，而且本集團

品牌玉米油銷售量仍然保持穩定增長。

下表載列按產品分類劃分之收入：

截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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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自家品牌食用油 992,164 72.8% 979,839 74.1%
非品牌食用油 236,460 17.4% 205,909 15.6%
玉米粕 133,939 9.8% 136,098 10.3%

1,362,563 100% 1,321,846 100%

自家品牌食用油和非品牌食用油收入增長分別約 1.3%（即約人民幣 12,300,000元）和約 14.8%
（即約人民幣30,600,000元）。而玉米粕收入則減少1.6%（即約人民幣2,200,000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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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噸）
佔整體

食用油% 數量（噸）
佔整體

食用油%

長壽花品牌

玉米油 81,492 68.0% 79,662 66.0%
其他食用油 8,544 7.1% 11,550 9.5%

90,036 75.1% 91,212 75.5%

非品牌

玉米油 26,242 21.9% 20,429 16.9%
其他食用油 3,646 3.0% 9,128 7.6%

29,888 24.9% 29,557 24.5%

整體食用油 119,924 100% 120,769 100%

玉米粕 151,504 10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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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按產品分類劃分之毛利╱（損）：

截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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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毛利（損）
佔比% 人民幣千元

毛利（損）
佔比%

長壽花品牌

玉米油 242,407 80.9% 263,109 91.6%
其他食用油 44,472 14.9% 41,777 14.5%

286,879 95.8% 304,886 106.1%

非品牌

玉米油 16,439 5.5% 5,658 2.0%
其他食用油 1,397 0.5% 2,283 0.8%

17,836 6.0% 7,941 2.8%

玉米粕 (5,249) (1.8)% (25,614) (8.9)%

整體毛利 299,466 100% 287,2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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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按主要產品分類劃分之毛利（損）率：

截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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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損）率 毛利（損）率

長壽花品牌

玉米油 27.7% 31.4%
其他食用油 38.2% 29.4%

28.9% 31.1%

非品牌

玉米油 7.9% 3.9%
其他食用油 5.1% 3.7%

7.5% 3.9%

玉米粕 (3.9)% (18.8)%

整體 22.0% 21.7%

下表顯示本集團食用油產品平均售價之波動：

截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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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售價

平均單位

銷售成本 平均售價

平均單位

銷售成本

（人民幣╱

噸）
（人民幣╱

噸）
（人民幣╱

噸）
（人民幣╱

噸）

長壽花品牌

玉米油 10,745 7,770 10,515 7,212
其他食用油 13,642 8,437 12,310 8,692

非品牌

玉米油 7,974 7,347 7,082 6,805
其他食用油 7,463 7,080 6,708 6,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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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食用油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體自家品牌食用油之毛利率約 28.9%。品牌食用

油的毛利率，包括玉米油已比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度改善和上升起來。

非品牌食用油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非品牌食用油之毛利和毛利率明顯上升，主要由於

非品牌玉米油的銷售量和其平均售價上升帶動。

副產品—玉米粕

由於中國禽畜養殖業經營情況大大改善，令玉米粕需求增加。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玉米粕毛虧損進大幅減少至3.9%。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直接勞工及製造間接成本。直接勞工成本包括支付予生產

工人的工資及其他補償。製造間接成本包括折舊、運輸成本、電力及蒸汽、間接勞工及油

袋開支。原材料成本構成總銷售成本最大部分，並佔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總銷售成本約88.4%（二零一五年：90.0%）。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收入約為人民幣 35,7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
民幣 37,100,000元），主要包括： (i)廢料銷售約人民幣 11,2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12 ,500 ,000元）； ( i i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約人民幣 12 ,100 ,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17,400,000元）；及 (iii)政府資助及補貼約人民幣 6,3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5,500,000
元）。

銷售及分銷費用

銷售及分銷費用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36,500,000元增加至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53,000,000元。銷售及分銷費用主要包括： (i)運
輸及交通費約人民幣7,3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14,600,000元）； (ii)廣告及市場營銷開

支約人民幣 44,3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23,700,000元）； (iii)代表辦事處開支約人民幣

41,6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40,700,000元）；及 (iv)銷售人員成本約人民幣38,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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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32,100,000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廣告和市場營銷費之開支大幅度

增加，主要是配合新代言人和品牌升級。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約為人民幣 38,2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36,100,000元），主要包括： (i)行政

員工成本約人民幣 10,1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8,400,000元）； (ii)折舊開支約人民幣

6,8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8,700,000元）； (iii)其他稅項約人民幣 5,100,000元（二零一

五年：人民幣 7,300,000元）；及 (iv)法律及專業費用約人民幣 1,4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

幣2,600,000元）。

所得稅開支

截 至二零一六 年 六 月三十 日 止 六 個 月 ， 本 集 團之所 得 稅 開 支 大 幅 減 少 至 約 為人民 幣

21,700,000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5,800,000元）。因主要由於二零一

五年度派息減少，所以預扣所得稅比二零一五年同期少。此外，本集團受惠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家稅務總局之稅務條例修訂，有關於研究和開發支出可扣減所得稅開支。

除所得稅前溢利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輕微減少約 1.6%至約人民

幣140,9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143,100,000元），主要原因是配合新代言人和品牌升級

在廣告和市場營銷費之開支大幅度增加。而受惠於所得稅開支減少，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

集團溢利增長約11.1%至約人民幣119,200,000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率約為 8.8%（二零一五年： 8.1%）。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增長至約為人民幣 20.79
分（二零一五年：人民幣18.71分）。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增加至約人民幣

41,3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3,500,000元），主要因為上半年改良廠

房設備和購置辦公物業。

應收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及票據約為人民幣458,3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469,7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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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約為人民幣143,100,000元（二零一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34,700,000元），主要包括： (i)購買原材料所付按金約人民幣

64,9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6,700,000元）； (ii)其他應收款約人民幣

47,5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2,000,000元）。

五年業務發展計劃（二零一六至二零二零年）進展

因應中國食用油市場行業不斷變化，本集團在去年中期業績公佈中宣佈為長壽花品牌定下

五年業務發展計劃，務求使我們的業務模式更能迎合未來的挑戰。

1. 品牌升級

透過長壽花玉米油乃健康食用油的觀念，進一步打造「長壽花」品牌中高端及健康產品

的形象：

打造長壽花品牌形象

國際巨星范冰冰小姐成為長壽花品牌之新代言人後，透過她的公信力和健康形象，為

中高端消費群（包括年輕家庭、追求優質生活品味的人等）打造長壽花年輕、高端和健

康品牌形象。

定期檢討和更換包裝

為了迎接下半年的銷售旺季和統一包裝，長壽花其他油品已陸續換上范冰冰版新包

裝。同時，繼續定期檢討和更換包裝，以提升消費群組購物的新鮮感，並可保持品牌

年輕活力的形象。

長壽花第五屆全國經銷商大會

本集團誠邀范冰冰參加長壽花第五屆全國經銷商大會和來自 30多個省市的 1,100家銷售

商互動交流。透過這次招商活動為中秋銷售旺季訂單和工作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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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宣傳

配合范冰冰小姐成為品牌新代言人的步伐，新的廣告已在不同區域及不同媒體渠道廣

泛宣傳。在廣告宣傳方面比去年同期費用投入更大，務求把品牌形象同步提升。

2. 產品多元化

進一步使產品種類多元化，吸納更多潛在消費群：

長壽花稻米油

「天然營養比、原生谷維素」的長壽花稻米油，經物理精煉工藝精製而成，本集團的稻

米油產品擁有豐富維他命E、植物甾醇以及含有13,800 ppm（即毫克每千克）的穀維素，
為行業之冠。除了直營零售渠道外，現以逐步推廣至批發分銷商網絡。

長壽花菜籽油

兩款特色味道的菜籽油新產品：特香菜籽油和純香菜籽油已在長江流域地區透過分銷

商銷售。

長壽花花生油╱橄欖油╱葵花籽油

長壽花繼續以花生油、葵花籽油、橄欖油等健康油為長壽花品牌的食用油補充產品，
豐富消費者選擇。

長壽花廚房系列食品

本集團已在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引入以小包裝小米、東北大米和綠豆等雜糧在長壽

花健康廚房體驗店進行試銷。本集團長遠計劃建立「長壽花廚房」系列食品，豐富產品

種類供消費者選擇。

3. 擴大及優化銷售網絡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分銷網絡有1,472名批發分銷商及157名
零售商，覆蓋中國內地（除西藏外）之所有省級行政區，於國內擁有大約 170,000個銷售

點。本集團未來目標逐步擴充分銷網絡至全國的縣、鄉鎮及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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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銷售渠道合作

除了繼續和零售商緊密合作，推進聯盟合作模式，本集團也定期檢討及優化傳統銷售

渠道佈局，例如開拓中小型超市門店合作，定期檢討經銷商夥伴名單並引進新的合作

經銷商，完善終端售點鋪市率。

緊貼電商服務和互聯網的配合是未來的大趨勢，本集團已在二零一五年第三季度成立

電商部門以發展線上銷售渠道。電商部門將會是未來重要的銷售渠道。

此外，本集團已陸續設立長壽花健康廚房體驗店，配合「長壽花廚房」未來一系列的產

品，為消費者提供一站式健康廚房用品的購物體驗。

針對性區域銷售網絡怖局和擴張

本集團未來目標是釋放國內三四線城市市場的潛力，在全國縣級城市經銷商基本全覆

蓋的基礎上，推進其網絡拓展和提高鋪市率。浙江省、山東省、北京市和天津市地

區、廣東省、湖北省、重慶市和東北三省這七個大區域本集團未來將分配資源投入品

牌建設和與超市和大賣場等直銷商店的合作，從而鞏固領導地位。在河南省、河北

省、江蘇省、山西省、四川省，本集團將以批發分銷商為主導，確保能更有效地擁有

廣泛的銷售網絡，並保證產品到達目標消費者手中。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 57,356,000港元，分為 573,560,000股每股面

值0.1港元之股份。

本集團採用務實之庫務政策，其於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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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1%）。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

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 3.1倍（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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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款約為人民幣206,3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人民幣207,600,000元）。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861,400,000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48,7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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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

收購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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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本集團之呈報貨幣為

人民幣。本集團大部分現金及銀行存款為人民幣。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借款圴以港元及美元

為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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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目前不可自由兌換。本集團部分人民幣收入或溢利可兌換為其他貨幣，以履行本集

團之外匯責任，例如派付股息（如有宣派）。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沒有資產抵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資本承擔及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6,6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 10,400,000元），主要因為購買固定資產而作出之承擔。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有關租賃物業之經營租賃承擔約為人民幣2,1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2,300,000元）。

僱員福利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 4,840名僱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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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 59,900,000元（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人民幣 51,5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佔本集團

營業額約4.4%（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3.9%）。

所持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持有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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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無）。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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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之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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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全體董事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

載之規定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列之守則條文作

為其自身的企業管治守則。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

治守則所列之相關守則條文，惟下文所闡釋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之情況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 .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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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充足數目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亦足以確保權力及授權均衡。

除上述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企業管治

守則所列之相關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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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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訂定書面職權範圍，該職權範圍

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作出修訂並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作出進一步修訂，
以符合企業管治守則項下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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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審閱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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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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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即王明星先生、王明峰先生、王明亮先生、黃達先生及成文明先

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王愛國先生、劉樹松先生及王瑞元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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