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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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
導致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產生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Qinqin Foodstuffs Group (Cayman) Company Limited
親親食品集團（開曼）股份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83）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幅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617,746 687,709 -10.2%
經營利潤 33,062 41,213 -19.8%
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19,248 35,704 -46.1%
除一次性上市費用前

 （扣除其稅務影響後）的
 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39,556 35,704 10.8%
毛利率 45.5% 44.1%

每股收益

— 基本 人民幣0.040元 人民幣0.075元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製成品周轉期 7天 9天
應收賬款周轉期 6天 9天
回報率（年度化） 5.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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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親親食品集團（開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之

中期簡明合併利潤表、綜合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與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的未經審核之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連同比較數字及經選擇附註解釋。中

期財務資料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以及由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

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 — 「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
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了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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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7 617,746 687,709
銷售成本  (336,921) (384,195)
   

毛利  280,825 303,514
其他收入和利得 — 淨額  3,514 8,043
分銷成本  (194,596) (234,077)
行政費用  (56,681) (36,267)
   

經營利潤  33,062 41,213
財務收益  3,812 6,188
財務費用  (113) (117)
   

財務收益 — 淨額  3,699 6,071
   

除所得稅前利潤 8 36,761 47,284
所得稅費用 9 (17,513) (11,580)
   

本公司股東應佔的全部期間利潤  19,248 35,704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10
—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0.040元 人民幣0.075元
   

股息 11 — —
   

第9至23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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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利潤 19,248 35,704

其他綜合收益：

其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外幣折算差額 2,368 9
   

期間其他綜合收益 21,616 35,713
   

本公司股東應佔的全部期間綜合總收益 21,616 35,713
   

第9至23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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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結算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2 343,970 360,198
 在建工程 12 2,913 1,781
 土地使用權 12 40,851 41,327
 無形資產 12 4,824 5,130
 非流動資產預付款  5,905 867
 遞延所得稅資產  11,089 8,154
   

  409,552 417,457
   

流動資產

 存貨  57,161 98,837
 應收賬款 13 20,921 22,669
 其他應收賬款、預付賬款及按金  6,441 15,6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 336,289 220,395
   

  420,812 357,543
   

總資產  830,364 7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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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結算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 —
 其他儲備  185,664 180,514
 留存收益
 — 未分配留存收益  481,186 464,720
   

總權益  666,850 645,23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 3,792
   

  — 3,79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5 43,327 36,963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115,124 78,246
 應付股息  — 6,055
 當期所得稅負債  5,063 4,710
   

  163,514 125,974
   

總負債  163,514 129,766
   

權益及負債合計  830,364 775,000
   

第9至23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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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 180,514 464,720 645,234

期間利潤 — — 19,248 19,248
外幣折算差額 — 2,368 — 2,368
    

綜合總收益 — 2,368 19,248 21,616
    

撥往法定儲備 — 2,782 (2,782) —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 185,664 481,186 666,850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 174,718 408,942 583,660

期間利潤 — — 35,704 35,704
外幣折算差額 — 9 — 9
    

綜合總收益 — 9 35,704 35,713
    

撥往法定儲備 — 7,974 (7,974) —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 182,701 436,672 619,373
    

第9至23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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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營運活動產生的現金 149,689 133,891
已付所得稅 (23,887) (17,718)
   

營運活動產生的淨現金 125,802 116,173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包括新增在建工程 (10,493) (10,167)
購入無形資產 — (42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所得款 282 90
已收利息 3,812 6,164
   

投資活動使用的淨現金 (6,399) (4,335)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收到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61,140
向當時的股東支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之前宣派的股息 (6,083) (61,160)
   

融資活動使用的淨現金 (6,083) (2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 113,320 111,81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0,395 250,975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2,574 (39)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6,289 362,754
   

第9至23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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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親親食品集團（開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主要
業務：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製造、分銷及銷售食品及零食產品。

本公司是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一三年修訂版）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
有限公司。註冊地址為Maples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的股份已由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
市（「上市」）。

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已經由董事局在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批准刊發。

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已經審閱，但未經審核。

2. 重組

為籌備上市，本公司及本集團現時旗下其他附屬公司已進行重組（「重組」），據此本
公司成為本集團現時旗下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為進行重組而進行的主要步驟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四日，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人民幣380,000
元，由38,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01元的股份組成。於註冊成立時，一股未繳股
款股份已發行予認購人，而認購人將股份轉讓予恒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恒安」）。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四日，恒安將上述一股未繳股款股份轉讓予永登投資有限公
司（「永登」），永登為恒安的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親親食品集團有限公司（「QinQin 
BVI」，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且為本集團現時旗下各公司當時的控股公司）51%股
權。於同日，本公司分別向永登及全好集團有限公司（「全好」，持有QinQin BVI餘下
49%的權益）配發及發行50股及49股未繳股款股份，故此本公司由永登擁有51%及
由全好擁有49%。於同日，永登及全好（各自作為轉讓人）透過換股向本公司轉讓其
各自於QinQin BVI的全部股權。於股份轉讓後，QinQin BVI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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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組（續）

重組完成後，本公司在子公司有直接和間接權益。

3.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應與二零一六年六月
二十四日刊發上市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中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財務報表是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

根據上述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四日完成的重組，本公司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因
此，在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
料時，乃假設本集團於整個呈列期間或自本集團旗下成員公司各自的註冊成立或成
立日期起已一直存在。

3.1 持續經營基準

本集團通過其現金或銀行存款及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滿足日常營運資金需
要。在經過詢問後，董事有理由預期本集團具備充足的資源在可見未來內持續
經營。因此，本集團繼續採納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

4. 重大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上市文件所應用者
一致。

中期期間之所得稅按照預期年度總利潤適用之稅率預提。

(a) 本集團採納的新準則及準則修訂

以下新訂和已修改的與本集團相關的準則必須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
務年度首次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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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大會計政策（續）

(a) 本集團採納的新準則及準則修訂（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金融工具：披露」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
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此修訂澄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披露 -抵銷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規定的額外披露並無特別規定於所有中期期間作出，惟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修訂）「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起的
年度期間生效。此修訂澄清在該準則中提及「於中期財務報告其他部份所披露
的資料」的涵義。其亦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中期財務報表與該資料
所在位置的交叉參考。修訂具追溯性。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此等準則修訂本之影響，並認為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
概無重大影響。

(b) 於二零一六年生效但目前與本集團無關的準則、對現有準則的修訂及詮釋

以下新準則及準則修訂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的財務年度首次生效，但目前
與本集團經營無關（儘管可能影響本集團未來交易事項會計處理）：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起的年度

  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披露計劃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僱員福利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 無形資產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 農業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第5號（修訂）  及已終止經營的業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金融工具：披露 — 對服務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第7號（修訂）  合約採用披露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合營安排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第11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披露於其他實體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第12號（修訂）  的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戶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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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大會計政策（續）

(c) 已頒佈、可能與本集團有關但於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年度尚未生
效的且本集團尚未提前採納的新準則及對現有準則及詮釋的修訂：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起的年度

  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修訂） 合併財務報表 有待釐定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聯營企業投資 有待釐定

沒有其他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預
期會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

5.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對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所報告資產和負債以及收支
的數額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或會與此等估計不同。

在編製此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
斷和估計不確定性的關鍵來源與上市文件合併財務報表所應用的相同。

6. 財務風險管理

6.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的活動承受著多種的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公允價值利率
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訊和
披露，此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上市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一併閱讀。

自二零一五年底以來本集團的風險管理政策並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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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風險管理（續）

6.2 流動性風險

與年底比較，金融負債的合約未貼現現金流出並無重大變動。

下表顯示本集團的非衍生金融負債，按照相關的到期組別，根據由結算日至合
約到期日的剩餘期間進行分析。在表內披露的金額為合約性未貼現的現金流量。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一年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4,984 53,140
  

6.3 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公允價值估計

由於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及
金融負債（包括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在短期內到期，有關賬面值與其於資產
負債表日的公允價值相若。

7. 分部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劃分業務單元，並擁有以下四個可報告經營分
部：

i. 果凍產品
ii. 膨化食品
iii. 調味產品
iv. 烘焙食品、糖果及其他產品

本公司董事會獨立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的毛利，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的決策及評估
表現。本集團並無披露按經營分部劃分的資產及負債分析，原因是其並無定期提供
給本公司董事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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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分部資料列示如下：

 未經審核
 

    烘焙食品、
    糖果及

 果凍產品 膨化食品 調味產品 其他產品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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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對外部客戶的銷售收入 383,101 155,131 59,756 19,758 617,746
銷售成本 (205,039) (82,516) (34,935) (14,431) (336,921)
     

可報告分部的業績 178,062 72,615 24,821 5,327 280,825
     

可報告分部的業績與期間利潤的對賬如下：

可報告分部的業績     280,825
其他收入和利得 — 淨額     3,514
分銷成本     (194,596)
行政費用     (56,681)
財務收益     3,812
財務費用     (113)
     

除所得稅前利潤     36,761
所得稅費用     (17,513)
     

期間利潤     19,248
     

其他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折舊及攤銷費用
已分配 11,509 3,075 1,560 1,722 17,866
    

未分配     1,159
     

     19,025
     

資本開支
已分配 775 414 — 18 1,207
    

未分配     2,223
     

     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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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分部資料列示如下：

 未經審核
 

    烘焙食品、
    糖果及

 果凍產品 膨化食品 調味產品 其他產品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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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對外部客戶的銷售收入 478,300 129,807 53,488 26,114 687,709
銷售成本 (262,323) (69,330) (33,378) (19,164) (384,195)
     

可報告分部的業績 215,977 60,477 20,110 6,950 303,514
     

可報告分部的業績與期間利潤的對賬如下：

可報告分部的業績     303,514
其他收入和利得 — 淨額     8,043
分銷成本     (234,077)
行政費用     (36,267)
財務收益     6,188
財務費用     (117)
     

除所得稅前利潤     47,284
所得稅費用     (11,580)
     

期間利潤     35,704
     

其他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折舊及攤銷費用
已分配 12,074 2,856 1,741 1,797 18,468
    

未分配     1,346
     

     19,814
     

資本開支
已分配 2,471 265 72 — 2,808
    

未分配     2,602
     

     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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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部資料（續）

地理資料

由於本集團超過90%的收入及經營利潤來自中國內地的銷售及本集團超過90%的可
辨認資產及負債位於中國內地，故並無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呈列
地理資料。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由於本集團對單一客戶的銷售收入概無佔本集團於有關期間總收入的10%或以上，
故並無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呈列主要客戶資料。

8. 除所得稅前利潤

除所得稅前利潤計入及扣除下列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入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利息收入 3,809 6,164
政府獎勵收入 3,088 8,073
融資匯兌收益 — 淨額 3 24
營運匯兌收益 — 淨額 — 37

扣除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附註12） 18,243 19,046
土地使用權攤銷（附註12） 476 481
無形資產之攤銷（附註12） 306 287
員工福利，包括董事薪酬 73,599 86,50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損失 1 338
經營租賃租金 2,538 2,654
應收賬款減值準備 1,718 553
存貨減值（撇銷）╱準備 (417) 1,694
營運匯兌損失 — 淨額 163 —
其他稅費 6,794 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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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24,240 14,074
遞延所得稅淨額 (6,727) (2,494)
  

所得稅費用 17,513 11,580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集團香港公司有關期間的估計應課稅利潤按稅率16.5%（2015：
16.5%）提撥準備。

中國所得稅乃根據期間估計應課稅利潤按中國（本集團經營所在地）的現行稅率計
算。本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稅率25%繳納企業所得稅（2015：25%）。

遞延所得稅乃採用負債法就關於短暫性時差，按本集團於中國的附屬公司適用之現
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產生的利潤，或向香港的外商投資
者分派該等利潤，將須按5%稅率繳納預提所得稅。基於可預見之將來本集團的中國
附屬公司擬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後所產生之利潤派發的預期股息，本集團已作出
遞延所得稅負債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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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除以各有關期間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計算得出。所用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因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四日完成之重組及於
二零一六年七月七日進行之紅股發行（定義見上市文件）而發行股份之影響作出追溯
調整。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19,248 35,704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75,696,557 475,696,557
  

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幣0.040元 人民幣0.075元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無具潛在攤薄性質之普通
股，故每股基本盈利與每股攤薄盈利相同。

11. 股息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議決定不向股東宣派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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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性支出本性 — 賬面淨值

 未經審核
 

 物業、機器

 及設備 在建工程 土地使用權 無形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360,198 1,781 41,327 5,130
添置 1,720 1,710 — —
從在建工程轉入 578 (578) — —
出售 (283) — — —
本期折舊╱攤銷 (18,243) — (476) (30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343,970 2,913 40,851 4,82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385,628 2,137 42,286 4,886
添置 3,332 1,656 — 422
從在建工程轉入 2,205 (2,205) — —
出售 (428) — — —
本期折舊╱攤銷 (19,046) — (481) (287)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371,691 1,588 41,805 5,021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一間附屬子公司尚在申請位於中國福建省晉江
市工業園區總地盤面積為91,34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證及有關所建樓宇的房屋所有
權證，其賬面價值總計分別約為人民幣 12,499,000元及人民幣67,509,000元。

此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仍在申請上述生產基地的環境保護局環保
驗收批文。目前，本集團預期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項目升級完成後收到環保驗收
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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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22,639 22,669
減：減值準備 (1,718) —
  

應收賬款，淨值 20,921 22,669
  

授予客戶的信用期介乎30至90天。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減值準備前根據發票日期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天內 6,822 3,144
31至180天 9,380 15,273
181至365天 3,320 2,317
365天以上 3,117 1,935
  

 22,639 22,669
  

本集團擁有眾多客戶，故應收賬款並無集中信用風險。由於信用期較短且大部分的
應收賬款會於一年內到期，於資產負債表日應收賬款的公允價值與賬面價值相約。

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6,289 220,3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含銀行通知存款、手頭現金及短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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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天內 24,763 19,171
31至180天 18,344 17,200
181至365天 59 387
365天以上 161 205
  

 43,327 36,963
  

由於信貸期較短，應付賬款的賬面值與資產負債表日的公平值相若。

16.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17. 資本性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簽約但未準備：
機器及設備 6,915 5,712
樓宇 1,726 2,773
  

 8,641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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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聯方交易

倘個人、公司或集團在財務及營業決策上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向另一
方發揮財務及運營方面重大影響力，或當彼等共同發揮重大影響力，則該等個人或
公司屬有關聯人士。

下文概述於有關期間本集團與其關聯方進行的重大交易，及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關聯方交易中產生的結餘。

(a) 與關聯方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收取自關聯方的資金：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恒安 — 61,140
  

收取自關聯方的資金為無擔保且免息，及被用於向本集團當時的股東派付股息。

於有關期間，在不支付對價或賠償的情況下，本集團分享恒安及其附屬公司擁
有或租賃的辦公室、倉庫及資訊科技設施。

(b) 與關聯方的重大結餘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當時股東之股息 — 6,05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當時股東之股息
為無擔保、免息及於需要時償還。

(c)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要管理層的酬金約為人民幣1,072,000
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1,07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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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以下為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後發生之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七日，本公司根據重組（定義見上市文件）向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的股東發行475,696,457股新股份，分派（定義見上市文件）已經完成。

本公司之股票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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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濟環境狀況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年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國內生

產總值同比增長6.7%，比二零一五年全年增長率回落0.2%個百分點；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同比增長9.7%，比二零一五年全年回落0.4個百分點。二
零一六上半年國民經濟保持了總體平穩發展態勢，但總體增速放緩，國內外經濟環

境形勢依然複雜嚴峻，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對消費品市場及食品業亦會帶來一

定的壓力和影響。

親親食品集團（開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是國內知

名食品品牌公司，一貫重視提供安全及質量至上的產品，同時不斷優化產品組合，

提升產品力以滿足消費者新的需求及增加市場佔有率。本集團亦不斷鞏固現有分銷

網絡並拓展新的市場通路，搶抓因國內消費者生活品味及購買力提升對食品及零食

產品產業升級的需求帶來的新機遇。

業務概覽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本公司之股份成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此重要里程碑為本集團管理團隊建立平台，以專注發展食品及零食業

務。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集團累計實現銷售收入約人民幣617.7百萬元（二零一五上半
年：人民幣687.7百萬元），比同期下降10.2%；毛利約人民幣280.8百萬元（二零
一五上半年：人民幣303.5百萬元），比同期下降7.5%。下跌主要是由於集團於二零
一六年上半年並無開展與二零一五年上半年規模相類似的有關加大力度的銷售及市

場推廣活動，該活動對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收入及毛利有短期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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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集團毛利率上升至約45.5%（二零一五上半年：44.1%）；公司
股東應佔利潤約人民幣19.2百萬元（二零一五上半年：人民幣35.7百萬元），利潤
減少主要由於上半年集團錄得一次性的上市費用約人民幣21.5百萬元，如扣除上市
費用及其稅務影響，集團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利潤率比同期增長上升至約6.4%（二零
一五上半年：5.2%）。

有效稅率增加至約47.6%（二零一五上半年：24.5%）因本集團在期內匯出股息往中
國境外控股公司而需要支付股息稅，及為了可預見未來有可能匯出的股息提取股息

稅準備。

果凍產品

果凍產品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銷售額約人民幣383.1百萬元（二零一五上半年：人民幣
478.3百萬元），比同期下降約19.9%，佔集團整體收入的62.0%（二零一五上半年：
69.5%）。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以來，集團對果凍主銷品項逐步進行產品精進、包裝升
級。除以上所描述有關集團於二零一五上半年的加大力度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及

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並無開展與二零一五年上半年規模相類似的活動外，果凍

銷售下降的原因是分銷商為保持產品的新鮮度而降低庫存的策略，果凍銷售旺季亦

正逢中國南方大範圍水災，加上競品方低價競爭造成的衝擊，影響銷售。同時，中

國經濟增速放緩，也導致本集團目標市場的非必需品消費支出下降。

二零一六下半年，本集團將進一步加大果凍產品的創新力度，同時加大對果凍新品

的促銷推廣和品牌宣傳，預計下半年果凍銷售表現將有所改善。

膨化食品

膨化食品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銷售額約人民幣155.1百萬元（二零一五上半年：人民幣
129.8百萬元），比同期增長約19.5%，佔集團整體收入的25.1%（二零一五上半年：
18.9%）。膨化食品的增長主要源於複合薯片、親親圈、空心薯條等新品的上市及推
廣，同時對蝦類產品包裝、口味持續改善。因此，薯類產品及蝦類產品上半年都錄

得同比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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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下半年，本集團將進一步豐富和改善蝦類產品、複合薯片的口味，對薯片

包裝形式持續升級，對薯片市場由北區向南區延展，以繼續保持膨化食品的銷售增

長。

調料產品

調料產品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銷售額約人民幣59.8百萬元（二零一五上半年：人民
幣53.5百萬元），比同期增長約11.7%，佔集團整體收入的9.7%（二零一五上半年：
7.8%）。調料產品的增長主要源於鮮蔬粒、濃香型雞精等新品上市，二零一六年上
半年開展新的產品推廣活動，加快終端動銷。

二零一六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對調料在餐飲市場、農貿批發市場兩大渠道的

推廣，同時加強在紫菜方面的宣傳投入，以繼續保持調料產品的銷售增長。

烘焙食品、糖果及其他產品

烘焙食品、糖果產品及其他產品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銷售額約人民幣19.8百萬元（二
零一五上半年：人民幣26.1百萬元），比同期下降約24.3%，佔集團整體收入的3.2%
（二零一五上半年：3.8%）。烘焙食品包括華夫餅和蒸蛋糕，華夫餅上半年仍增長
36.0%，但蒸蛋糕產品因受競品價格打壓、產品未升級等原因，同比下降46.0%。
糖果產品受季節性影響，同比下降47.0%。

二零一六下半年，糖果銷售季節性來臨，同時本集團將分區召開糖果訂貨會，預計

下半年糖果銷售表現將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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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拓展

在精耕傳統分銷商銷售渠道基礎上，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加強了通過分銷商

對其主要客戶（主要包括超市、小區店及便利店）的拓展。本集團以廣東、浙江、河

北、河南為重點，上半年四省已完成終端系統進場45家並提升銷售網絡的覆蓋率。
另外，本集團將會繼續加強互聯網營銷的拓展。

服務轉型

針對客戶新常態下銷售訂單多批次、小批量、個性化的特點，本集團優化訂單生產

計劃，以提高生產效率及訂單滿足率及同時減少庫存結餘。此外，本集團亦制定各

產品最高庫存量紅線以保證產品新鮮度。

為提高生產效率，本集團旨在透過不斷增強生產設施的自動化能力減低勞工成本不

斷遞增的影響。本集團相信，更先進和自動化的生產過程加上經升級的產能將有助

本集團減低對勞工的依賴、提升生產效率及加快產品面市時間。本集團亦持續節能

降耗活動，繼續減低產品不良率。

未來展望及策略

展望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國內外經濟環境形勢依然複雜嚴峻。隨著下半年整體呈現

初步復蘇跡象，本集團預測中國經濟長期的平穩增長將帶動購買力的上升和消費市

場的逐步好轉，這為食品行業業績提升提供了正面支持。

為抓住中國食品行業的機遇，本集團將努力擴充集團的產品組合以滿足日新月異的

消費者喜好及持續提升集團的品牌認知度。本集團將持續透過鞏固與分銷商的現有

關係而加強集團在中國的分銷網絡，加強通過分銷商對其主要客戶的拓展及網上銷

售平台的拓展增加銷售收入。本集團將對生產設施及設備進行升級，從而改善生產

效率及產能。本集團亦將持續奉行嚴格的食品安全及品質監控標準。



– 28 –

為拉動銷售增長，本集團將加大市場策劃、品牌推廣方面的投入。通過內部及外聘

的設計團隊，使產品更加時尚化、個性化，喚醒品牌活力。

憑藉集團強勁的品牌實力及遍佈全國分銷網絡渠道，集團有信心確保業績穩健增

長，為股東創造更高的價值。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集團保持穩健的財政狀況，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於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人民幣336.3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20.4百萬元）。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
計值。本集團營運資金或流動資產淨值為人民幣257.3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231.6百萬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2.6倍（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倍）。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權益為人民幣666.9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645.2百萬元），增加3.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任何貸款（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承擔及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已簽約但未準備資本性承擔總額約為人民幣

8.6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5百萬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之營

運租賃而於未來支付之最低租賃付款額約為人民幣4.4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2.9百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位於山東省泰安
市及陝西省咸陽市的租賃物業出租人仍在申請獲取有關業權證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

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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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管理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大約3,000名員工。集團旨在為員工營造強
烈的集體感及打造超越自我的環境。集團根據多個因素招攬員工，包括彼等的教育

背景、工作經驗及本集團職位空缺。集團根據員工的資歷、工作經驗、職位及表現

釐定其薪酬。除薪金外，集團向員工提供各種職工福利，包括績效或貢獻獎金及餐

飲津貼及無償宿舍。

集團亦承諾持續教育及發展集團的員工，集團為員工提供各類的內部及外部教育及

培訓課程，以培育員工，改善彼等的技巧及發揮彼等的潛力。

外匯風險

集團主要於中國經營且集團的功能貨幣是人民幣。外匯風險主要來自集團與海外客

戶及供應商之間買賣的未來商業交易及已確認資產或負債，如其附屬公司所持以港

幣、美元及其他貨幣計值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以及應付賬

款及其他應付款。

由於集團專注於在中國市場上銷售及採購貨品，集團的外匯風險微乎其微。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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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守則

由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尚未於聯交所上市，故於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六個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
條文不適用於本公司。本公司已採納並遵守所有守則條文，並於適當情況下建議以

企業管治守則的最佳常規作為其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聯交所上市後的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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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常規，以保障本公司股東權益並提升企業價值及問

責性。此目標可透過有效的董事會、清晰職責分工、可靠內部監控、適當風險管理

程序及向全體股東保持透明度而達致。

遵守標準守則

由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尚未於聯交所上市，故於二零一六年一月

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期內，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不適用於本公司。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上

市時採納標準守則。本公司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

自上市日期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起至本公告日期止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

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由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尚未於聯交所上市，故於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

證券。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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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並建議董事會採納。

此外，上述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亦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
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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