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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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SHUN KE LONG HOLDINGS LIMITED
中國順客隆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7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國順客隆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中期業績。該未經審計合併業績已經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
限公司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益 519,954 459,726 +13.1%
毛利 76,926 77,064 -0.2%
本期間溢利 8,901 12,725 -30.1%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資產總值 513,568 539,456 -4.8%
負債總額 249,209 283,690 -12.2%

零售店數目 66 75 -12.0%
加盟零售店數目 438 41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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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a 519,954 459,726
已售存貨成本 (443,028) (382,662)  

毛利 76,926 77,064

其他經營收入 5b 17,095 30,187
銷售及分銷成本 (61,283) (70,745)
行政開支 (18,690) (14,508)  

經營溢利 6 14,048 21,998
融資成本 7 (2,271) (2,947)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11,777 19,051
所得稅開支 8 (2,876) (6,326)  

本期間溢利 8,901 12,725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呈列貨幣的匯兌差額 (308) 3,045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8,593 15,770  

以下各項應佔本期間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8,828 12,664
－非控股權益 73 61  

8,901 12,725  
以下各項應佔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520 15,709
－非控股權益 73 61  

8,593 15,770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10 3.04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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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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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63,255 63,777
預付土地租賃 11 33,404 33,910
投資物業 11 4,203 4,251
已付按金及預付款項 5,824 5,713
商譽 11 2,949 3,043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9,635 110,694  

流動資產
存貨 118,833 126,664
貿易應收款項 12 93,619 53,947
已付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3,600 94,140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14 1,981 2,0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5,900 151,927  

流動資產總值 403,933 428,762  

資產總值 513,568 539,45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112,818 134,072
已收按金、預收款項、應計費用及
其他應付款項 40,789 43,084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4 2,966 2,154
銀行借款 15 92,000 104,000
應付所得稅 636 380  

流動負債總額 249,209 283,690  

流動資產淨值 154,724 145,07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4,359 255,766  

資產淨值 264,359 25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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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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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
股本 16 2,387 2,387
儲備 260,593 252,07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62,980 254,460
非控股權益 1,379 1,306  

權益總額 264,359 25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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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
溢價

特別
儲備

合併
儲備

資本
儲備

法定
儲備

出資
儲備

換算
儲備

保留
盈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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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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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a） （附註b） （附註 c） （附註 d） （附註 e）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387 169,904 84 (6,200) 200 11,217 873 7,003 68,992 254,460 1,306 255,766

全面收入
換算呈列貨幣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 – (308) – (308) – (308)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8,828 8,828 73 8,901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308) 8,828 8,520 73 8,593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387 169,904 84 (6,200) 200 11,217 873 6,695 77,820 262,980 1,379 264,359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387 194,895 84 (6,200) 200 9,568 873 2,165 46,244 250,216 578 250,794

全面收入
換算呈列貨幣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 – 3,045 – 3,045 – 3,045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12,664 12,664 61 12,725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3,045 12,664 15,709 61 15,770

已付末期股息 – (24,991) – – – – – – – (24,991) – (24,991)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387 169,904 84 (6,200) 200 9,568 873 5,210 58,908 240,934 639 241,573            



– 6 –

(a) 特別儲備指已自本集團剝離的附屬公司（作為重組的一部分）的投資成本與出售該附屬公司
的所得款項。

(b) 本集團的合併儲備因重組而產生。合併儲備結餘包括向控股股東收購附屬公司（作為重組的
一部分）後視作分派。

(c) 資本儲備指過往股東對本集團附屬公司的出資。

(d) 根據中國公司法，本公司在中國註冊的附屬公司須將年度法定除稅後純利（抵銷任何過往年
度虧損後）的10%撥作法定儲備金。法定儲備金結餘達到各實體註冊資本的 50%後，可自行
選擇是否繼續撥充。法定儲備金可用於抵銷過往年度虧損或增加註冊資本。然而，作有關用
途後的法定儲備金結餘必須最低維持在註冊資本的50%。

(e) 本集團的出資儲備指本集團收購附屬公司資產淨值應付代價超過其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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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5,382) 8,969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8,602) (7,32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616 15

已收利息 870 1,15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116) (6,15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
銀行借款所得款項 92,000 24,000

償還銀行借款 (104,000) (52,000)

已付利息 (2,271) (2,947)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4,271) (30,94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45,769) (28,128)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1,927 200,599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258) 3,110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5,900 17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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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及編製基準

(a) 公司資料

中國順客隆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
22章（一九六一年第 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
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O. Box 2804, Grand 

Cayman, KY1-1112, Cayman Islands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國
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樂從鎮河濱北路60號華樂大廈三樓，郵編：528315。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及澳門從事零售店經營與管
理及商品批發。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完成買賣協議前，順澳控股有限公司、金元控股有限公司、
興農控股有限公司及建農控股有限公司（統稱「賣方」）合共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的55.8%。賣方乃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勞松盛先生（「勞先生」，擔任本公
司主席及執行董事直至二零一七年六月十日止）分別持有順澳控股有限公司、金元控
股有限公司、興農控股有限公司及建農控股有限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約 100%、34.6%、
7.4%及17.2%。賣方已將彼等合共162,092,6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
55.8%）出售予供銷大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供銷
大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為供銷大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深圳證
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000564））。

(b) 編製基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遵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
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七年八
月二十五日獲授權刊發。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
同（除與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首次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相關者外）。有關會計
政策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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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註明者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本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載有簡明綜合財務資料與經篩選之解釋附註。此等附註載有多項事件與
交易之說明，此等說明對瞭解本集團自刊發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財務狀況之
變動與表現非常重要。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全份財務資料所需之全部資料，並應與二零一六年綜合
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經由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閱聘用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
財務資料」進行審閱工作。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多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此等修訂於本集團當前的會計期
間首次生效。其中，下列修訂與本集團有關：

•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披露計劃

•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包括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
年週期的年度改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披露計劃

國際會計準則第 7號（修訂本）要求實體作出披露以便財務資料的使用者評估融資活動所產
生的負債變動，包括現金流量所產生的變動及非現金變動。該等修訂將導致本集團須於年
度財務資料內提供額外披露。本集團毋須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提供額外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雖然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可更廣泛應用於其他情況，但其頒佈目的為說明與以公
平值計量的債務工具相關的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該等修訂清楚說明實體於評估
是否有應課稅溢利可用作抵扣可扣減暫時差異時，需要考慮稅務法例是否對於可扣減暫時
差異轉回時可用作抵扣的應課稅溢利的來源有所限制。此外，該等修訂就實體應如何釐定
未來應課稅溢利提供指引，並解釋應課稅溢利可包括收回超過賬面值的部分資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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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披露規定範圍之澄清

該等修訂釐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內之披露規定（第B10至B16段除外）適用於實體於附
屬公司、合營公司或聯營公司之權益（或其於合營公司或聯營公司之權益之一部分），及根
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將權益分類為持作出售（或計入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合）。

概無上述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期間開始首次生效的修訂對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有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採納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或
修訂。

3. 使用判斷及估計

於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於編製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主要不確定因素所
作出的重大判斷，與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作出策略性決定的主要經營決策人所審閱的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本集團有兩個可報告分部。該等分部按提供不同服務且需要不同業務策略的各項業務分開
管理。本集團可報告分部各自的業務概述如下：

‧ 零售店經營（銷售新鮮食品、副食品及家庭用品）；及

‧ 批發分銷（銷售快速消費品及副食品）

管理層根據分部業績（扣除各經營分部直接應佔的收益、已售存貨成本、其他經營收入、銷
售及分銷成本、行政開支及融資成本）評估經營分部表現。中央行政成本並無分配至經營分
部，原因為主要經營決策人作評估分部表現所用的分部業績計量中並不包括中央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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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零售店
經營 批發分銷

分部
間抵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 298,490 221,464 – 519,954

來自分部間 29,231 37,671 (66,902) –    

可報告分部收益 327,721 259,135 (66,902) 519,954    

可報告分部溢利 11,036 1,820 – 12,856    

融資成本 2,271 – – 2,271

利息收入 695 65 – 760    

可報告分部資產 363,896 111,111 – 475,007

期內非流動分部資產的添置 8,546 56 – 8,602

可報告分部負債 238,964 9,936 – 248,900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零售店
經營 批發分銷

分部
間抵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 330,165 129,561 – 459,726
來自分部間 23,108 33,711 (56,819) –     

可報告分部收益 353,273 163,272 (56,819) 459,726     

可報告分部溢利 18,660 2,133 – 20,793     

融資成本 2,947 – – 2,947
利息收入 194 68 – 262     

可報告分部資產 462,874 76,508 – 539,382
期內非流動分部資產的添置 7,204 117 – 7,321
可報告分部負債 266,570 6,666 – 27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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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集團經營分部呈列的總數與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呈列的主要財務數字對賬
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報告分部收益 519,954 459,726  

集團收益 519,954 459,726  

可報告分部溢利 12,856 20,793
其他公司收入 110 2
其他公司開支 (1,189) (1,744)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11,777 19,051  

可報告分部資產 475,007 539,382
其他公司資產（附註） 38,561 566  

集團資產 513,568 539,948  

可報告分部負債 248,900 273,236
應付末期股息 – 24,991
其他公司負債（附註） 309 148  

集團負債 249,209 298,375  

附註： 其他公司資產代表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預付款。其他公司負債代表與中央行政
成本相關之其他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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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及其非流動資產全部劃分為以下地區：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非流動資產
於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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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註冊地點） 499,445 445,156 104,032

澳門 20,509 14,570 324   

519,954 459,726 104,356   

註冊國家乃本集團視為其發源地的國家，主要業務及管理中心均位於該國家。

客戶的地理位置乃根據獲提供服務的地點劃分。非流動資產的地理位置則根據資產實際所
在地而劃分。

於本期間，本集團有一位單一批發分銷客戶貢獻本集團收益12%以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單一客戶貢獻本集團收益10%或以上。



– 14 –

5. 收益及其他經營收入

(a) 收益

收益，亦指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已售貨品的發票淨值（經扣減回報及貼現撥備）；租金
收入及已提供服務的價值。已確認的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零售店經營
一般零售 263,174 278,942

大宗銷售 20,661 34,693

出租店舖的租金收入 14,358 16,164

專櫃銷售佣金 297 366

批發分銷
一般批發 211,191 122,109

特許經營商 10,273 7,452  

519,954 459,726  

(b) 其他經營收入

本集團其他經營收入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 2,314 5,722

來自供應商的推廣收入 10,647 19,565

利息收入 870 1,156

其他 3,264 3,744  

17,095 3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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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

本集團的經營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443,028 382,66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439 8,408

投資物業折舊 48 4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506 50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28,855 24,571

－退休計劃供款 4,262 4,119

－其他福利 818 1,075  

33,935 29,765  

有關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費用 17,364 19,842

陳舊存貨撇銷 34 27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11) 1,495  

7.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利息 2,271 2,947  



– 16 –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中國
期內稅費 2,876 6,326  

期內稅費總額 2,876 6,326  

本集團於本期間（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毌須繳納任何開曼群島及英屬
處女群島司法權區的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並無從香港產生估計應課
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本集團在澳門的附屬公司須根據本期間（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的估計
應課稅溢利按12%的稅率繳納所得補充稅。

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須按25%的稅
率就估計應課稅溢利繳納企業所得稅。於本期間，本集團的一間中國附屬公司獲當地稅務
局批為「高新技術企業」，故可按15%的較低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繳稅。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10. 每股盈利

計算本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下列數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8,828 12,66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股份 股份

股份數 290,457,000 290,4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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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兩個期間內或於報告期末，由於並無攤薄股份，故各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
利相同。

11. 資本開支

物業、
廠房及設備

預付土地
租賃 投資物業 商譽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的期初
賬面值（經審核） 63,777 33,910 4,251 3,043

添置 8,602 – – –

出售 (2,685) – – –

折舊╱攤銷（附註6） (6,439) (506) (48) –

匯兌調整 – – – (9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期末
賬面值（未經審核） 63,255 33,404 4,203 2,949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的期初
賬面值（經審核） 75,496 34,922 4,348 2,694

添置 7,321 – – –

出售 (1,785) – – –

折舊╱攤銷（附註6） (8,408) (506) (48) –

匯兌調整 11 – – 7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期末
賬面值（未經審核） 72,635 34,416 4,300 2,768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本集團獲授的銀行融資將賬面
淨值約為人民幣13,159,000元及人民幣14,096,000元的若干租賃樓宇抵押予銀行（附註1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本集團獲授的銀行融資將賬面
淨值約為人民幣27,084,000元及人民幣29,313,000元的若干預付土地租賃抵押予銀行（附註1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本集團獲授的銀行融資將賬面
淨值約為人民幣2,473,000元及人民幣2,501,000元的若干投資物業抵押予銀行（附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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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收款項

授予此等客戶或租戶的平均信用期一般自發票日期起計為0至180天。

於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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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內 20,215 20,614

31至60天 7,670 8,743

61至180天 48,296 22,512

181至365天 16,586 1,118

超過1年 852 960  

93,619 53,947  

13.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一般自其供應商獲得0至360天的信用期。

於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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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至30天 30,078 54,192

31至60天 23,408 24,481

61至180天 43,299 45,047

181至365天 14,815 8,486

超過1年 1,218 1,866   

112,818 13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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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應付）關聯公司的款項為
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15. 銀行借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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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抵押
－須於一年內償還的到期銀行借款 92,000 104,00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款以人民幣計值、須於一
年內償以及按固定利率及分別介乎4.7%至5.5%及4.4%至6.3%的浮動年利率計息。

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由以下各項作抵押：

(i)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抵押賬面淨值分別約
人民幣13,159,000元及人民幣14,096,000元的若干租賃樓宇（附註11）；

(ii)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抵押賬面淨值分別約
人民幣27,084,000元及人民幣29,313,000元的若干預付土地租賃（附註11）；

(iii)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抵押賬面淨值分別約
人民幣2,473,000元及人民幣2,501,000元的若干投資物業（附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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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本公司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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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 15,826 15,826  

已發行及繳足：
290,457,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 2,387 2,387  

17. 經營租賃安排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用若干辦公室及店舖以及倉庫。該等物業租期介乎1至18年。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須
於以下期限支付的未來最低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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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於一年 14,508 10,885

超過一年但少於五年 7,606 13,118

超過五年 617 6,257  

22,731 30,260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分租其零售店內部的若干區域。租期介乎1至9年。租約概不包括或然租金。



– 21 –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
須於以下期限收取的未來最低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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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於一年 12,088 10,857  

18. 資本承擔

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擁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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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撥備 – 716  

19. 關聯方交易

(i) 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其他部分詳述的交易外，本集團於有關期間與關聯方訂有以
下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關聯關係 交易性質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關聯公司 銷售貨品 (b) 2,778 1,125

購買貨品 (c) 11,686 23,689

已收取租金收入 145 215

已支付租金開支 (d) 3,923 5,080

(a)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勞先生為佛山市順德區樂從供銷集團有限公司的實益股東。
本集團在中國營運的若干附屬公司就向佛山市順德區樂從供銷集團有限公司銷
售貨品、購買貨品及租賃物業以及佛山市順德區樂從供銷集團有限公司向其銷
售貨品、購買貨品及租賃物業與佛山市順德區樂從供銷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訂立合約。勞先生已由本公司執行董事調任為非執行董事並辭任本公司主
席，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日生效。由於勞先生於本期間仍為本集團之主要管理
人員，故該等實體仍為本集團之關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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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銷售交易的代價乃基於1)過往交易價格及金額；2)當時的市價；及3)向大量購買
的客戶提供的折扣率計算。就銷售授予關聯方的信用期為30日內。

(c) 購買交易的代價乃基於1)過往交易價格及金額；2)當時的可比批發價；及3)就大
量購買提供的折扣計算。就購買自關聯方獲得的信用期為30日內。

(d) 本集團與佛山市順德區樂從供銷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就租賃物業用作總
辦事處、零售店及貨倉訂立租賃協議。租賃協議的年期經本集團與關聯公司參
考市價租金後相互協定。向關聯公司租賃物業獲得的信用期為30日內。

(ii)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包括董事薪酬）列示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708 431

退休計劃供款 33 27  

741  458  

20. 批准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由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批准並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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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中國順客隆控股有限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且本集團是一家超市連鎖店運營商，
地理覆蓋重點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保持零售及批發分銷渠道。本集團側重於郊區及
農村地區，從而令其在市場中從其他主要市場參與者中脫穎而出。

零售店

於本期間，本集團開設2家零售店並關閉11家零售店。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總共有66家零售店，分別在中國廣東省有63家零售店及中國澳門特別行政
區（「澳門」）有3家零售店。

下表載列於本期間本集團零售店的數目變動：

截至以下日期止期間╱年度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期╱年初 75 85

添置 2 12

減少 (11) (22)  

期╱年末 6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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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按地理位置劃分本集團零售店的數目明細：

地點 於以下日期的零售店數目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佛山 46 59

肇慶 10 7

珠海 5 5

廣州 1 1

雲浮 1 1  

63 73

澳門 3 2  

總計 66 75  

一般批發

於本期間，本集團致力保留之前已取得的所有唯一獨家分銷權。本集團在佛山、
江門及肇慶保留14個品牌的唯一獨家分銷權。本集團的該等14個品牌的唯一獨家
分銷權在準確覆蓋範圍方面各有不同。

加盟經營

本集團設有一項加盟計劃，可供有興趣人士公開申請以加盟「樂的」品牌零售店。
向本集團加盟商銷售商品所得收益構成其批發分銷收益的一部分。

下表載列於本期間本集團加盟零售店的數目變動：

截至以下日期止期間╱年度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期╱年初 418 33

添置 24 388

減少 (4) (3)  

期╱年末 438 418  



– 25 –

近期發展

於要約（「要約」，詳情敬請參閱供銷大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七
年一月二十三日刊發的聯合公佈及供銷大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供銷大集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聯合寄發的綜合要約及回應文件）完
成後，供銷大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成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供銷大集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乃陝西省西安市一家以經營百貨零售業為主的大型商貿企業集團，為「大
型百貨零售商全國商貿會」成員，亦為西北地區的領軍商貿企業。新董事已獲委
任加入董事會，自二零一七年六月十日起生效。

供銷大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擬提供資金、人員、技術及其他資源支持本集團新項
目的投資及開發，以及透過於中國及海外積極尋求潛在業務投資及發展項目機遇
等方式提高收益，並提升資產價值及市場知名度。

展望及前景

本集團預期二零一七年下半年經營仍將要面對挑戰，但出現消費意欲向旺的向
好跡象。加上電商造成一定威脅及經濟增長放緩，零售業依然受到巨大壓力。因
此，自二零一六年最後一季度起，本集團開始在擴充、營銷、採購、產品組合及分
銷作出策略性調整，有關工作正日見成效。

為提升我們零售店的競爭力，本集團已完成投資翻新現有店舖，進店客戶人數看
漲。本集團亦將持續改善其僱員培訓計劃及監控程序，以提升我們的運作效益及
我們零售店的購物環境。

財務回顧

收益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收益約為人民幣520.0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約人民
幣60.2百萬元或13.1%。該收益增長趨勢主要是由於本期間零售店經營減少透過批
發分銷急增得以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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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的零售店業務所得收益約為人民幣298.5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
同期下降約人民幣31.7百萬元或9.6%，主要因為經濟持續放緩及網上零售商競爭
激烈。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批發分銷業務所得收益約為人民幣221.5百萬元，較二零一六
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91.9百萬元或70.9%。該增長主要是由於本期間企業客戶交易
量增加。

毛利率

於本期間及二零一六年同期，本集團的毛利率分別為14.8%及16.8%。該減少主要
是由於零售店的收益減少及批發分銷佔毛利總額的比重增加並拖累毛利率所致。

其他經營收入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其他經營收入約為人民幣17.1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減
少約人民幣13.1百萬元或43.4%，該減少主要是由於本期間政府補助縮減以及來自
供應商的推廣收入減少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61.3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
減少約人民幣9.5百萬元或13.4%，該減少主要是由於本期間零售店數量減少。

行政開支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18.7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約
人民幣4.2百萬元或28.8%，該增加主要是因為要約產生的專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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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2.3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減少約人
民幣0.7百萬元或22.9%。該減少主要由於本期間削減銀行借款。

所得稅開支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2.9百萬元，實際稅率為24.4%。

純利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股東應佔純利約為人民幣8.9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減少
約人民幣3.8百萬元或30.1%。下跌主要由於經濟持續放緩及網上零售商競爭激烈
所致。

全面收入總額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股東應佔全面收入總額約為人民幣8.6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
同期減少約人民幣7.2百萬元或45.5%。該減少主要是由於本期間其他經營收入下
跌，以及人民幣平穩升值令本公司持有的外幣貶值所致。

資本開支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需要主要涉及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新開零售店以及翻新現
在零售店。本集團於期內對物業、廠房及設備支出人民幣8.6百萬元。

所得款項用途

股份透過全球發售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經扣除包銷費用及相關開支後的淨額約為188.6百萬
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155.0百萬元），擬按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招股章
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述的方式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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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董事會不斷評估零售市場前景及中國的經濟狀況，以決定配置本集團資源
的最具效益方案。如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刊發的公佈所提述，董事
會認為，倘所得款項淨額仍按招股章程所載原有方式分配，將不具成本效益，也
不符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最佳利益。鑑於近期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本公司放慢
開設新零售店的速度，因而釋放原本擬用於有關用途的所得款項。為更好地使用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本公司決定將部分尚未動用所得款項重新分配至改造現
有零售店，以增強本集團作為廣東省主要市場參與者的競爭力；並將其用於償還
銀行借款，以降低本集團的融資成本。下表載列所得款項淨額用途概述：

所得款項淨額
原分配

所得款項淨額
的經修訂分配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的用途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的所得款項
淨額餘額

人民幣
百萬元

佔所得
款項淨額
百分比

人民幣
百萬元

佔所得
款項淨額
百分比

人民幣
百萬元

佔所得
款項淨額
百分比

人民幣
百萬元

佔所得
款項淨額
百分比

開設新零售店 116.9 75.4% 74.4 48.0% 20.5 13.2% 53.9 34.8%

改造現有零售店 – 0.0% 14.6 9.4% 14.6 9.4% – 0.0%

償還銀行借款 – 0.0% 27.9 18.0% 27.9 18.0% – 0.0%

資訊系統升級 11.2 7.2% 11.2 7.2% 5.4 3.5% 5.8 3.7%

改造及擴建兩個現有分銷中心 13.3 8.6% 13.3 8.6% 2.2 1.4% 11.1 7.2%

一般營運資金 13.6 8.8% 13.6 8.8% 13.6 8.8% – 0.0%        

總計 155.0 100.0% 155.0 100.0% 84.2 54.3% 70.8 45.7%        

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以短期存款存入持牌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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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人民幣105.9百萬元（於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51.9百萬元），其中人民幣59.5百萬元以人民幣
計值及人民幣46.4百萬元以港元或澳門元計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淨值人民幣154.7百萬元（於二零一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人民幣145.1百萬元）及資產淨值人民幣264.4

百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55.8百萬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尚未動用銀行融資人民幣51.0百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 91.0百萬元）。

重大投資

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進行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或出售。

債務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以人民幣計值的銀行借款人民幣92.0百萬元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4.0百萬元），乃以下列項目作抵押：

(i) 本集團抵押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3.2百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14.1百萬元）的若干租賃樓宇；

(ii) 本集團抵押賬面淨值為人民幣27.1百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29.3百萬元）的若干預付土地租賃；

(iii) 本集團抵押賬面淨值為人民幣2.5百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2.5百萬元）的若干投資物業。

全部該等銀行借款均於一年內償還。該等貸款利息按固定利率反映於貸款合約
中，且於提取貸款時參考適用利率而浮動，介乎每年4.7%至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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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因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金額超過計息債務金額
而擁有現金淨額。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負債及現金流以人民幣計值，及本公司管理層認為，人民幣
兌外幣的匯率變動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造成重大影響。於本期間，本
集團並無從事任何對沖活動，而本集團於未來短期內無意採取任何對沖活動。本
集團管理層將繼續密切注視外匯市場情況，有必要時會考慮採取對沖活動。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擔保，且並無任何
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合共1,204名僱員，其中1,175名駐於中國，29

名駐於香港及澳門。僱員薪資保持在具競爭力水平且每年檢討，並密切參考相關
勞動力市場及經濟狀況。本集團亦向員工提供內部培訓，並按員工表現及本集團
溢利發放花紅。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面臨與僱員的任何重大問題，或因勞動爭議而導致業務中
斷，亦並無在招聘及挽留資深員工方面遭遇任何困難。本集團與其僱員保持良好
關係。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期內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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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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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足的公眾流通量

緊隨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要約截止後，本公司未能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8.08(1)(a)條所載 25%的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因此，本公司已向聯交
所申請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起計四個月期間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8.08(1)(a)

條。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聯交所批准本公司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起至二
零一七年十月八日期間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8.08(1)(a)條。應本公司要求，本
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二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以待恢復所規定的
25%最低公眾持股量。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恢復公眾持股量及恢復股份買賣另
行刊發公佈。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乃基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中的原則及守則條文。董事認為，於本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全部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及3.22條及企業管治守則第C.3段的規定成立審核委
員會並設有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本集團財務報告程序、內
部控制程序及風險管理系統的有效性向董事會提出獨立意見而為董事會提供協
助、監督審核過程以及與外部核數師的關係、檢討相關安排，使本集團僱員關注
財務報告、內部控制或本公司其他事宜中可能存在的不當行為及履行董事會指派
的其他職務及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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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易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審核委員會主席，而關仕平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及韓瑋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審核委員會成員。

中期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刊發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本公司本期間的中期業績公告已分別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網站 (www.skl.com.cn)。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分別刊
載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中國順客隆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何家福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何家福先生、李仲煦先生及武利民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韓瑋先生、王福林先生及勞松盛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關仕平先生、
孫洪先生及冼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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