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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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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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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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幅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980,902 1,020,051 -3.8%
經營利潤 41,904 76,160 -45.0%
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31,522 63,752 -50.6%
毛利率 (%) 42.9% 42.2%

每股收益

—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0.066元 人民幣0.134元

製成品周轉期 19日 11日
應收賬款周轉期 7日 11日
股東資金回報 4.7%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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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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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業績，

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980,902 1,020,051
銷售成本  (559,911) (589,114)
   

毛利  420,991 430,937
其他收入和利得 — 淨額  11,113 8,934
分銷成本  (296,831) (294,300)
行政費用  (93,369) (69,411)
   

經營利潤  41,904 76,160
財務收益  15,736 11,859
財務費用  (191) (198)
   

財務收益 — 淨額  15,545 11,661
   

除所得稅前利潤 4 57,449 87,821
所得稅費用 5 (25,927) (24,069)
   

本公司股東應佔的全部年度利潤  31,522 63,752
   

本公司股東應佔的每股盈利 6
 —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0.066元 人民幣0.1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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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利潤 31,522 6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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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2,178)
  

本公司股東應佔的全部年度綜合總收益 31,463 6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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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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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779 360,198
 在建工程  1,110 1,781
 土地使用權  40,373 41,327
 無形資產  4,993 5,130
 非流動資產預付款  6,740 867
 遞延所得稅資產  15,916 8,154
   

  396,911 417,457
   

流動資產

 存貨  120,202 98,837
 應收賬款 8 12,393 22,669
 其他應收賬款、預付賬款及按金  19,040 15,6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46,308 220,395
   

  497,943 357,543
   

總資產  894,854 7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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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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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7 —
 其他儲備  186,238 180,514
 留存收益  486,362 464,720
   

總權益  676,697 64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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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0,773 36,963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155,167 78,246
  當期所得稅負債  2,217 4,710
 應付股息  — 6,055
   

  218,157 125,974
   

總負債  218,157 129,766
   

權益及負債合計  894,854 7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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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親親食品集團（開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四日根據開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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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籌備本公
司股份（「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上市」）。註冊地址為Maples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主要經營地址為香港金鐘夏愨道18號海富中心1座26樓2601室。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從事製造、分銷及銷售食品及零食產品。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完成將股份首次公開發行，本公司的股份已由二零一六年
七月八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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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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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股本為港幣
380,000元，由38,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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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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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
年四月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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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份換股後，Qinqin BVI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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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續）

 (1) 重組（續）

由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四日重組完成後，本公司對旗下附屬公司擁有直接及間接
權益。

(2) 呈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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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製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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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
編製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妥為擬備。綜合財務報表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

(a) 本集團採納的新準則及準則修訂

以下與本集團有關新準則的修訂必須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
次採納：

2014年度改進，此等修改包括2012-2014週期年度改進項目的變動，並影響三
項準則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簡明中期財務報表」的修訂，其
澄清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修改）
要求的額外披露，指出除非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有所規定，否則此等額外
披露並非具體規定就所有中期期間而提供。

—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改）「折舊和攤銷的可接
受方法的澄清」，此修改澄清了何時根據收入應用折舊或攤銷法才是適當
的。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改）澄清了根據透過使用資產而產生的收入
對一項不動產、工廠及設備進行折舊是不適當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
（修改）建立了一項可推翻的假設，此假設為一項無形資產的攤銷根據透過
使用資產而產生的收入是不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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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續）

(a) 本集團採納的新準則及準則修訂（續）

—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其澄清了在該準則中提及「在中期
財務報告中其他地方披露的資料」的真正意思。其亦修改了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規定中期財務報表須就該項資料的位置提供參考對照。修訂具追
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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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 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及已終止經營的業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對服務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合約採用披露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 合營安排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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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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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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項新準則和準則的修改及解釋在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已頒
佈但尚未生效，且未有在本綜合財務報表中應用。本集團未能估計此等準則、
修改和解釋對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的影響，且本集團不打算在各生效日期前採納
此等準則、修改和解釋。下表顯示此等準則、修改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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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財務報表 有待釐定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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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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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按照報告分部資料劃分，本集團之收入及經營利潤之貢獻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烘焙食品、
    糖果及

 果凍產品 膨化食品 調味產品 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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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086 280,284 109,955 61,577 980,902
銷售成本 (298,343) (150,817) (64,626) (46,125) (559,911)
     

可報告分部的業績 230,743 129,467 45,329 15,452 420,991
     

可報告分部的業績與年度利潤的對賬如下：

可報告分部的業績     420,991
其他收入和利得 — 淨額     11,113
分銷成本     (296,831)
行政費用     (93,369)
財務收益     15,736
財務費用     (191)
     

除所得稅前利潤     57,449
所得稅費用     (25,927)
     

期間利潤     31,522
     

其他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折舊及攤銷費用
已分配 22,365 6,165 3,171 3,489 35,190
    

未分配     2,641
     

     37,831
     

資本開支
已分配 3,922 629 18 99 4,668
    

未分配     3,891
     

     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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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烘焙食品、
    糖果及

 果凍產品 膨化食品 調味產品 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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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800 246,328 104,838 55,085 1,020,051
銷售成本 (353,328) (132,418) (64,498) (38,870) (589,114)
     

可報告分部的業績 260,472 113,910 40,340 16,215 430,937
     

可報告分部的業績與年度利潤的對賬如下：

可報告分部的業績     430,937
其他收入和利得 — 淨額     8,934
分銷成本     (294,300)
行政費用     (69,411)
財務收益     11,859
財務費用     (198)
     

除所得稅前利潤     87,821
所得稅費用     (24,069)
     

期間利潤     63,752
     

其他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折舊及攤銷費用
已分配 22,937 5,866 3,394 3,714 35,911
    

未分配     3,310
     

     39,221
     

資本開支
已分配 4,246 668 68 3,214 8,196
    

未分配     4,983
     

     1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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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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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
流動資產位於中國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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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客戶

由於本集團對單一客戶的銷售收入概無佔本集團於本年度總收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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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除所得稅前利潤

除所得稅前利潤計入及扣除下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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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0 11,818
政府獎勵收入（附註 (a)） 9,841 11,384
融資匯兌收益 — 淨額 9,706 41
營運匯兌收益 — 淨額 7 —

扣除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6,252 37,686
土地使用權攤銷 954 959
無形資產之攤銷 625 576
物業、機器及設備出售之損失 80 422
員工福利，包括董事薪酬 136,186 148,567
市場及推廣成本 178,800 174,000
經營租賃租金 5,408 5,078
應收賬款減值準備 1,249 5
存貨減值（撥備撥回）╱撥備 (786) 528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準備 4,238 —
營運匯兌損失 — 淨額 — 3,578
  

附註 (a)： 於本年度收到的政府獎勵主要包括從中國若干地方政府當局收到的財政補
貼。並無有關該等政府獎勵的未達成條件或或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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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費用

在綜合利潤表支銷之所得稅費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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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81 23,734
遞延所得稅淨額 (11,554) 335
  

所得稅費用 25,927 24,069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有關期間的估計應課稅利潤按稅率16.5%（二零一五年：16.5%）提
撥準備。

中國所得稅乃根據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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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25%）繳納企業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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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可預見之將來派發本集團的中
國附屬公司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後之利潤為預期股息基礎而作出遞延所得稅負債的
準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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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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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行股份之影響作出追溯調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31,522 6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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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收益 人民幣0.066元 人民幣0.134元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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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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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不建議向股東分派截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8. 應收賬款

授予客戶的信用期介乎30至90天。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根據發
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天內 5,507 3,144
31至180天 6,868 15,273
181至365天 18 2,317
365天以上 1,249 1,935
  

 13,642 22,669
減：減值準備 (1,249) —
  

應收賬款，淨值 12,393 22,669
  

9. 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天內 40,338 19,171
31至180天 20,207 17,200
181至365天 86 387
365天以上 142 205
  

 60,773 36,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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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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零一六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7%，比二零一五年
回落0.2個百分點；二零一六年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同比增長9.6%，比二零一五年回
落1個百分點。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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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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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累計實現銷售收入約人民幣980.9百萬元（二零一五：人民幣
1,020.1百萬元），比去年下降3.8%；毛利約人民幣421.0百萬元（二零一五：人民幣
430.9百萬元），比去年下降2.3%。下跌主要是由於部份產品銷量有所下跌。本公司
相信銷量下跌乃主要由於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以及二零一六年的產品分部的目標市

場消費支出疲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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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集團毛利率上升至約42.9%（二零一五：42.2%）；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約人民幣31.5百萬元（二零一五：人民幣63.8百萬元），利潤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二
零一六於錄得一次性的上市開支約人民幣23.2百萬元。另外，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
司向香港附屬公司分派及支付該等附屬公司利潤時於二零一六年較二零一五年產生

的額外預提所得稅人民幣6.0百萬元。

果凍產品

果凍產品二零一六年銷售額約人民幣529.1百萬元（二零一五：人民幣613.8百萬
元），比去年下降約13.8%，佔集團整體收入的53.9%（二零一五：60.2%）。二零
一六年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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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外，果凍銷售下降的原因是果凍部分產品相對老化以致競爭力

減弱。另外，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四年先後有媒體報導本公司業內的部分競爭對手

在食品生產中使用有毒明膠影響消費者對整體果凍產品產生負面情緒。

隨著消費者需求升級，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將進一步加大果凍產品的創新和升級，同

時加大對果凍新品的促銷推廣和品牌宣傳，以促進果凍業務的收入增長。

膨化食品

膨化食品二零一六年銷售額約人民幣280.3百萬元（二零一五：人民幣246.3百萬
元），比去年增長約13.8%，佔集團整體收入的28.6%（二零一五：24.1%）。膨化食
品的增長主要源於複合薯片新品的上市及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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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都錄得同比增長。

二零一七年，集團將進一步豐富和改善薯類產品、蝦類產品的包裝和風味，繼續推

出膨化時尚創新品類，以保持膨化業務的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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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料產品

調料產品二零一六年銷售額約人民幣110.0百萬元（二零一五：人民幣104.8百萬
元），比去年增長約4.9%，佔集團整體收入的11.2%（二零一五：10.3%）。調料產
品的增長主要源於濃香型雞精等新品上市，同時對原有產品加大產品推廣及促銷活

動，加快終端動銷。

二零一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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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加強對調料產品的包裝升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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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額約人民幣61.6百萬元（二零
一五：人民幣55.1百萬元），比同期增長約11.8%，佔集團整體收入的6.3%（二零
一五：5.4%）。烘焙食品的增長主要源於對散裝產品的持續推廣活動，糖果產品的
增長主要源於集團二零一六年下半年豐富了糖果產品線，並於糖果銷售旺季來臨前

分區召開了糖果訂貨會。截止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就附屬公司的兩條

華夫餅生產線作出約人民幣4.2百萬元 (除稅後為人民幣3.2百萬元 )的減值準備。減
值準備費已於綜合利潤表中銷售成本之製造費用列賬。

二零一七年，集團將繼續改良烘焙食品風味，豐富糖果產品線，同時加大對糖果的

旺季促銷力度，以保持烘焙食品及糖果銷售增長。

渠道拓展

在精耕傳統營銷渠道基礎上，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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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廣東、浙江、河北、河南為重點，另

外，本集團同時持續加強互聯網營銷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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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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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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二零一七年，國內外經濟環境形勢依然複雜嚴峻，但本集團相信危機之中自有

機遇。國家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振興實體經濟，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適度

擴大總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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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了正面支援。

為抓住消費升級帶來的新機遇，本集團將以客戶為中心，持續優化產品組合，推動

產品創新升級，逐步向天然、健康、安全和高端化發展，以服務主流消費人群，增

強產品競爭力。

在產品升級的同時，本集團將在鞏固現有市場份額及分銷商網路基礎上，拓展零食

品牌店、便利店等新興渠道，推動渠道升級，並加強互聯網渠道及外貿渠道的推

廣，以擴大銷售。

本集團亦將瞄準中產階級流行趨勢，大力活化親親品牌文化，塑造”更年輕、更時

尚、更有互聯網”屬性的品牌調性。充分利用新媒體，主動貼近和激活年輕人，撬

動粉絲經濟，煥醒品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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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平衡產品淡旺季差異性，本集團將開發適合淡季銷售的產品，使淡季產能得以充

分發揮。本集團亦將持續奉行最嚴格的食品安全及品質監控標準。

憑藉集團強勁的品牌實力及遍佈全國的分銷商網路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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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於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人民幣346.3百萬元（二零
一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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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百萬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231.6
百萬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2.3倍（二零一五年：2.8倍）。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權益為人民幣676.7百萬元（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645.2百萬元），增加4.9%。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沒有任何貸款（二零一五年：無）。

承擔及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已簽約但未準備資本性承擔總額約為人民

幣4.8百萬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8.5百萬元）。

於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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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百萬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2.9百萬
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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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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重大投資及關於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本業績公告所披露者外，集團於本年內概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亦沒有進行有關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重大收購或出售。

資產押記

於本年內，本集團並無押記任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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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因人民幣兌港元及美元貶值，集團錄得以港幣及美元計值的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產生的有關滙兌收益合共約人民幣9.7百萬元。除上述披露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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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期股息（二零一五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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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二）（包

括首尾兩日）封冊，以釐定股東出席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二）舉行之應

屆股東大會（「2017年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2017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
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不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22樓。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二）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將刊登於本公司網站 (www.fjqinqin.com)及聯交所之指定發行人網站 (www.
hkexnews.hk)，並相應地寄發予本公司之股東。

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深明達致配合其業務所需且符合其所有權利相關人士最佳利益之最高標準企

業管治之重要性，而董事會一直致力進行有關工作。董事會相信，高水準企業管治

能為本集團奠定良好架構，紮穩根基，不單有助管理業務風險及提高透明度，亦能

維持高水準問責性及保障權利相關人士之利益。

本集團已參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採納企業管治政策，為本集團應用企業管治原則提供指引。

本公司董事認為，自上市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

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及（倘適用）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建議最佳常規。



– 22 –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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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公司董事（「董事」）買賣證券之操守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

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自上市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均有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為確保董事於買賣本公司證券（「證券」）時遵守標準守則及本

公司證券守則，董事於買賣任何證券前，須書面通知主席，並須取得主席之書面確

認。

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3.10(2)及3.10A條之規定。本公司已接獲全部四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蔡萌先生、陳耀輝先生、Ng Swee Leng先生及保羅希爾先生）
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發出之獨立身份確認函。

董事會已評估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並認為彼等均屬上市規則所界定之獨

立人士。此外，截至本報告日期，董事會並無知悉已發生任何事項，致使其相信任

何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受損。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在上市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購

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年度業績

由本公司全體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聯同核數師已審閱

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常規，並商討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

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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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之初步業績公佈中有關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資

產負債表及相關附註所列數字與本集團該年度之草擬綜合財務報表所列載數額核對

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之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之核證聘用，因此羅

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未對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致謝

本人代表董事會，就全體員工在期內所付出之努力，盡忠職守，謹此致謝。

 承董事會命

 親親食品集團（開曼）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許連捷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11名董事，其中六名為非執行董事，即許連捷先生 
（主席）、施文博先生、許清流先生、吳火爐先生、吳四川先生及吳銀行先生；一名
執行董事黃偉樑先生（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以及四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蔡萌
先生、陳耀輝先生、Ng Swee Leng先生及保羅希爾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