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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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Child Care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國兒童護理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59）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財務摘要

收益較2016年同期增長約35.3%至約人民幣364.8百萬元。

毛利較2016年同期增長約1.1%至約人民幣134.9百萬元。毛利率較2016年同期下降約
12.5個百分點至約37.0%。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人民幣32.5百萬元，而2016年同期則錄得本公司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13.1百萬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為約人民幣3.1分，而2016年同期則錄得本公司股
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約人民幣1.3分。

中國兒童護理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為「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2016年同期的未
經審核比較數字及相關註釋如下。此簡明綜合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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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364,834 269,598

銷售成本 (229,899) (136,071)
  

毛利 134,935 133,527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13,211 3,711
銷售及分銷費用 (184,974) (67,066)
行政開支 (73,684) (52,512)
其他開支 (15,822) (1,480)
融資成本 6 (1,630) –

  

除稅前（虧損）╱溢利 7 (27,964) 16,180

所得稅開支 8 (2,517) (3,371)
  

期內（虧損）╱溢利 (30,481) 12,809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2,492) 13,085
 非控制權益 2,011 (276)

  

(30,481) 12,809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可能於後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中國大陸以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7,73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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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直接轉撥至保留盈利之投資物業之出售收益增加
 －資產重估儲備 7,157 –
 －變現之遞延稅項負債 2,386 –

  

9,543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1,813 (8)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28,668) 12,801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9,247) 13,077
 非控制權益 579 (276)

  

(28,668) 12,80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10

 基本 人民幣(3.1)分 人民幣1.3分
  

 攤薄 不適用 人民幣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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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6月30日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38,820 452,109
投資物業 142,873 23,00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6,000 –
預付土地租金 13,799 13,969
商譽 99,614 99,614
無形資產 564 593
可供出售投資 12,887 –
應收貸款及利息 11 33,433 7,329
應收承兌票據 58,487 –
預付款項及按金 5,139 2,864

  

821,616 599,478
  

流動資產
存貨 25,230 30,852
應收貸款及利息 11 63,443 118,0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2 75,514 134,05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0,800 42,590
可供出售投資 30,976 15,300
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94,081 –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4,884 7,418
應收非控制權益款項 421 –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5,584 124,8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證券經紀持有之現金 95,524 –
 －銀行結餘及現金 221,806 614,462

  

878,263 1,087,55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3 81,806 93,69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917 102,386
計息銀行借款 107,682 110,919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34,915 –
應付非控制權益款項 3,089 –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399
衍生金融負債 – 1,826
應付稅項 15,674 9,710

  

264,083 31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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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17年6月30日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614,180 768,62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35,796 1,368,10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4,600 17,923

  

資產淨值 1,421,196 1,350,178
  

權益
股本 9,694 8,386
儲備 1,332,344 1,316,60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1,342,038 1,324,988

非控制權益 79,158 25,190
  

權益總值 1,421,196 1,35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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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中國兒童護理有限公司於2011年1月11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陸」或「中國」）之主要營業
地址為中國福建省漳州市藍田經濟開發區梧橋北路8號。

本公司的主要活動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個人護理產品、放貸、經營網
上平台、買賣商品、證券投資、物業持有及投資控股。

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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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錄16的披露規定而編
製。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2016年12月31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於本集團於2017年1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新訂及
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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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至2016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的修訂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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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為達致管理目的，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擁有下列經營分部：

(a) 個人護理產品－生產及銷售護膚品、沐浴洗髮、口腔護理、尿布及紙品產品

(b) 買賣商品

(c) 放貸

(d) 經營網上平台

(e) 證券投資

(f) 物業持有

管理層對本集團經營分部的業績進行單獨監督，以便作出有關資源分配與績效評估的決
策。分部表現乃根據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進行評估，即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
之計算。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算方式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計算方式一
致，惟來自銀行的利息收入、其他未分配收入及收益、融資成本以及公司及未分配開支不
包括在其計算當中。

分部資產不包括未分配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可供出售投資、可收回稅項、已
抵押存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乃因該等資產按組別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未分配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計息銀行借款、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
債，乃因該等負債按組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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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續）

個人
護理產品 放貸

經營
網上平台 買賣商品 證券投資 物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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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247,173 16,253 8,924 92,316 – 168 364,834

分部業績 (129,197) 7,524 6,560 3,962 (10) (7,350) (118,511)

銀行利息收入 4,824
其他未分配收入及收益 947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95,586 95,586
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 6,943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6,123)
融資成本 (1,630)

 

除稅前虧損 (27,964)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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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列） （重列） （重列）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269,598 – – – – – 269,598

分部業績 19,750 – – – – 1,061 20,811

銀行利息收入 1,286
其他未分配收入及收益 1,364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7,281)

 

除稅前溢利 1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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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續）

個人
護理產品 放貸

經營
網上平台 買賣商品 證券投資 物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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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7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633,120 100,560 92,688 13,944 36,943 142,873 1,020,128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679,751

 

總資產 1,699,879
 

分部負債 130,752 1,170 32 – – 3,089 135,043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143,640

 

總負債 278,683
 

於2016年12月31日（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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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列） （重列） （重列）

分部資產 677,419 125,788 89,663 – – 23,000 915,870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771,166

 

總資產 1,687,036
 

分部負債 175,760 817 84 1,741 – 3,323 181,725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155,133

 

總負債 336,858
 

若干於先前未分配入可呈報分部的資產、收入及開支已於本期間分配至合適的分部資產及
業績。分部資料的若干可比較數字已予重列，藉以與本年度的呈報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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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下列為本集團於期內的收益分析：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的收益 339,489 269,598
放貸業務的利息收入  16,253  –
經營網上平台的收入 8,924 –
租金收入 168 –

  

364,834 269,598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4,824 1,286
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796 501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95,586 –
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 6,943 –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回 4,053 –
政府補助* 736 278
租賃收入 – 1,061
其他 273 585

  

113,211 3,711
  

* 概無有關此等補助而尚未完成之條件或或然事項。

6.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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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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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售存貨成本（下文附註a） 228,627 136,071
折舊（下文附註a） 5,977 2,516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170 170
無形資產攤銷 29 127
經營租約項下有關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租金 1,172 969
衍生金融工具未變現虧損 – 2,985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32,344 23,686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4,404 4,40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472 2,503

  

員工成本總額 42,220 30,591
  

研發成本（下文附註b） 5,633 2,273

計入其他開支的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6,343 –
計入其他開支的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1,929 –
計入其他開支的出售投資物業虧損 7,518 –

  

附註：

(a) 除上文披露金額外，上述金額為人民幣228,627,000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136,071,000元）的所售存貨成本當中包括折舊及僱員福利開支，金額分別
為人民幣10,209,000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9,459,000元）及人民幣
15,235,000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3,433,000元）。

(b)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研發成本包括與研發中心租金開支及研發工作人員成
本相關的人民幣1,309,000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630,000元），該
等款項亦計入上文披露的該等各類開支總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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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2,974 –
中國企業所得稅 480 3,071

  

3,454 3,071
遞延稅項 (937) 300

  

期內確認的所得稅總額 2,517 3,371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個呈列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除青蛙王子(中國)日化有限公司（「青蛙王子（中國）」）外，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呈列期間的
應課稅溢利均須按25%之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根據本集團於2014年4月獲得的中國當地政府頒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一家附屬公司青
蛙王子（中國）享受15%的優惠稅率，自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起生效，為期三年。於
2016年，青蛙王子（中國）獲授中國企業所得稅的優惠稅率15%，由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
年度起額外三年適用的優惠稅率。

9.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宣派股息 – –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16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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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金額乃基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約人民幣32,492,000元
（2016年：溢利約人民幣13,085,000元）及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目1,041,551,000股（2016年：1,010,491,000股）計算。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呈列，理由是行使購股權所導致的潛在
可予發行股份的影響被視為屬反攤薄。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的市場均
價，故而該等購股權對本公司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盈利無攤薄影響。

11. 應收貸款及利息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貸款及其利息
 －一年內 63,443 118,012
 －一年以上 33,433 7,329

  

96,876 125,341
  

分析以供呈報用途：
 非流動資產 33,433 7,329
 流動資產 63,443 118,012

  

96,876 125,341
  

期╱年內變動如下：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1月1日 125,341 –
本集團作出的貸款 52,640 116,074
應收貸款利息 16,253 4,091
借款人償還貸款及利息 (94,164) (365)
匯兌調整 (3,194) 5,541

  

於6月30日╱於12月31日 96,876 12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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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76,237 138,834
減：呆賬撥備 (723) (4,776)

  

75,514 134,058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形式與客戶進行交易，惟新客戶通常需要預先支付墊款除外。信貸期一
般為30天至60天。

本集團致力嚴格監控其未收取的應收款項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
結餘。鑒於以上所述及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與大量各行業客戶有關，故並無
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結餘持有任何抵押物或實行其
他信貸加強措施。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並無計息。

於呈報期結算日，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基於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以內 29,533 78,059
31天至60天 11,922 29,899
61天至90天 6,964 15,122
90天以上 27,095 10,978

  

75,514 13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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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呈報期結算日，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基於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以內 25,526 23,458
31天至90天內 17,134 44,630
90天以上 39,146 25,607

  

81,806 93,695
  

貿易應付款項不計息，一般於一至六個月內結算（2016年12月31日：一至六個月）。

於2017年6月30日，應付票據為人民幣5,584,000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4,866,000
元），並以本集團人民幣5,584,000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4,866,000元）之若干定期存
款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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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個人護理產品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實現個人護理產品收益為約人民幣247.2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8.3%（2016年6月30日：人民幣269.6百萬元）。個人護理產品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虧損約
為人民幣129.2百萬元，而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則錄得溢利約人民幣19.8百萬元。

同比差額巨大主要是由於中國經濟放緩及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轉向電子商務致使個人護理
產品分部的收益縮減，而本集團持續投資於品牌及市場推廣，故本集團固定成本並未減
少。

借貸業務

本集團於2016年第四季度開始借貸業務，本集團的目標客戶為尋求重大貸款金額且能夠
為相關貸款提供擔保的客戶。於回顧期內，該業務分部產生利息收入約人民幣16.3百萬
元，錄得分部溢利約人民幣7.5百萬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累計放貸合共約人
民幣168.7百萬元，平均實際年利率約為26.1%。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應收貸款
約為人民幣91.4百萬元。本集團授出的所有貸款均由按揭、股份押記或資產押記擔保。
倘債務人違約或未償還任何欠負金額，本集團會將抵押物出售。

經營網上平台

於回顧期內，經營專注於兒童及母嬰（「CBP」）的網上平台業務為本集團貢獻總收益約人
民幣8.9百萬元，並錄得溢利約為人民幣6.6百萬元。董事會相信，此業務可為本集團的
現有業務創造協同效應，包括透過MyBB.com.hk（「MYBB」）在香港市場推廣「青蛙王子」
及其他中國的CBP品牌，及通過「青蛙王子」在中國市場推廣MYBB CBP資訊平台，並整
合線上線下營運以拓寬本集團的收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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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商品

本集團的買賣商品業務分部於2016年第四季度投入營運。於回顧期內，買賣商品業務為
本集團貢獻總收益約人民幣92.3百萬元。買賣商品業務錄得溢利約為人民幣3.9百萬元。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開展買賣商品業務能夠擴大本集團在商品貿易領域的業務網絡，故此
頗具意義。本集團將與供應商及客戶進行磋商，以在未來的交易中獲得更有利的條款。

證券投資業務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證券投資組合約人民幣36.9百萬元，全部為香港上市股本
證券。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就其全部證券投資錄得未變現虧損淨額約人民幣10,000元。

有關香港上市股本證券的投資及未變現公平值變動詳情如下：

公司名稱（股份代號）

於2017年
6月30日
相關股份

佔股權百分比
(%)

截至2017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公平值變動

於2017年
6月30日的
公平值

於2017年
6月30日
佔本集團

總資產百分比
(%)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藍鼎國際發展有限公司(582) 0.18 (2,190) 15,230 0.90
國際娛樂有限公司(1009) 1.13 2,180 21,713 1.28

在當前經濟不平穩情況下，本公司將繼續審慎進行新投資及買賣金融資產，以期望於未
來維持及提高其投資組合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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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持有

於2017年第二季度，本集團從獨立第三方收購一家投資控股有限公司Apex Magic 
International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收購事
項」）。

Apex Magic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被收購集團」）主要從事物業持有。被收
購集團的資產包括位於香港元朗之土地及物業。元朗一手及二手市場的物業價格近年來
急劇上漲，並預期於近期內將繼續上漲。由於土地供應短缺，本集團對香港物業市場的
發展持樂觀態度，因此，一直在香港物色潛在物業投資及發展機會。本公司有意拆除被
收購集團所擁有所有地塊上建之物業並重新開發該等地塊。有關申請已向政府作出，而
據本公司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取得政府之有關批准並無法律障礙。因此，本公司
董事認為，收購事項可進一步擴大本集團業務，拓寬其收入來源並為本公司股東帶來更
大回報。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營業額為約人民幣364.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35.3%（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人民幣269.6百萬元）。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實現個人護理產品收益為約人民幣247.2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8.3%（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人民幣269.6百萬元）。

於回顧期內，借貸業務為本集團貢獻總收益約人民幣16.3百萬元。

於回顧期內，經營網上平台業務為本集團貢獻總收益約人民幣8.9百萬元。

本集團的買賣商品業務分部為本集團貢獻總收益約人民幣92.3百萬元。

本集團的物業持有業務分部為本集團貢獻總收益約人民幣16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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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毛利為約人民幣134.9百萬元，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
期間的人民幣133.5百萬元上升約1.1%。於回顧期內，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2.5個百
分點至約37.0%（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49.5%）。整體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買賣商
品業務的毛利率較低所致。

個人護理產品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總計毛利為約人民幣106.9百萬元，較截至2016
年6月30日止期間的人民幣133.5百萬元下降約19.9%。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降約6.3個百
分點至約43.2%。毛利率下降主要因為本集團於2017年度增加向經銷商提供折扣。

借貸業務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毛利為約人民幣16.3百萬元。

經營網上平台業務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毛利為約人民幣7.7百萬元。

買賣商品業務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毛利為約人民幣3.9百萬元，毛利率約為4.3%。

物業持有業務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毛利為約人民幣168,000元。

銷售及分銷費用

銷售及分銷費用主要包括廣告費用、市場及推廣宣傳費、運費及其他費用。截至2017年
6月30日止期間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約為人民幣185.0百萬元，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
的人民幣67.1百萬元上升約175.8%。

報告期內銷售及分銷費用佔收益約50.7%（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24.9%），其中廣
告及推廣宣傳費佔收益的百分比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的11.8%增加約27.6個百分
點至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的約39.4%。本集團投入更多廣告開支，主要由於去年銷
售業績下降。預期市場將需要一段時間才會作出響應，本集團的下半年銷售業績將有所
提升。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的運費及其他費用佔收益的百分比約為11.3%，較2016年同期
下降約1.8個百分點（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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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行政人員薪酬、折舊費用、購股權開支及其他費用。截至2017年6月
30日止期間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約人民幣73.7百萬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人民
幣52.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40.3%。行政開支增長主要由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行政
人員薪資水平上漲及折舊費用增加。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行政開支佔本集團收益約
20.2%（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19.5%）。

融資成本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融資成本為約人民幣1.6百萬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
止期間：無）。

收購事項

於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從獨立第三方收購一家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有
限公司Apex Magic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被收購集團主要從事物業持有。被收購集團的資產主要包括位於香港元朗之土地及物
業。

上述收購的代價為人民幣71,192,000元，其中人民幣22,115,000元已以現金支付，另外人
民幣49,077,000元已以本公司的代價股份支付。

於2016年第四季度，本集團從獨立第三方收購一家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Marvel Paramount Holdings Limited的51%股權。

Marvel Paramount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經營專注於CBP市場的網
上平台業務，包括提供營銷、營銷諮詢及推廣服務、從事電子商務業務及CBP產品零
售業務。該附屬公司於MYBB經營網上CBP資訊平台及移動應用程式（即MyBB應用程
式），以向父母、孕婦及備孕女性提供有關CBP的論壇、網誌及更新資訊。該附屬公司
亦於香港經營一間零售店及網上店舖，以向香港、中國及澳大利亞會員銷售CBP產品。
該附屬公司亦於香港組織CBP相關營銷及推廣活動、遊戲組及會談。

上述收購的代價為人民幣104,010,000元，以現金支付，可予下調。已收購可識別淨資產
總額減非控制權益為人民幣753,000元。因此，於收購日期確認商譽人民幣103,25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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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作出商譽減值虧損（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人民幣20,000,000元）。

於2015年4月30日，本集團從獨立第三方收購福建愛潔麗日化有限公司（「被收購公司」，
一家在中國成立的公司，且原為本集團的供應商）80%的股權。被收購公司的主要業務
為製造牙膏產品。該收購主要為了擴大本集團兒童個人護理產品類別下口腔護理產品系
列。收購代價為人民幣50,773,000元，以現金支付。已收購可識別淨資產總額減非控制
權益為人民幣14,916,000元。因此，於收購日期確認商譽人民幣35,857,000元。於2017年
6月30日就累計減值虧損計提撥備人民幣19,500,000元。

出售事項

於2016年12月21日，青蛙王子（中國）（於中國成立的外商獨資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福建和潤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福建和潤」，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公司）及深圳前海沃升資產管理中心(有限合夥)（「沃升」，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訂立增資協議，據此，沃升同意向福建和潤注資人民幣33,000,000元。金額為人民幣
18,439,000元（即佔福建和潤淨資產賬面值比例）的款項已轉撥至非控制權益。非控制權
益增額與代價之間的差額人民幣14,561,000元已計入保留盈利。完成增資後，本集團於
福建和潤的權益已由100%攤薄至75%，構成本集團視作出售於福建和潤25%股本權益。
增資完成後，福建和潤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財務業績及狀況會繼續綜合入賬於本
公司綜合財務報表內。

於2017年上半年，青蛙王子（中國）（作為賣方）及沃升（作為買方）簽訂股份轉讓協議。根
據該協議，沃升有條件同意以代價人民幣100.0百萬元收購福建和潤45%股權。

上述股份轉讓完成後，本集團於福建和潤的權益由75%減少至30%，而福建和潤不再為
本集團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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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虧損及淨虧損率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人民幣32.5百萬元，而截至
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13.1百萬元。淨虧損率約為
8.9%，而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的淨利潤率為4.9%。每股基本虧損為約人民幣3.1分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1.3分），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毛利小幅
增加約人民幣1.4百萬元，但由於本集團持續大力投入品牌建設及市場推廣，導致銷售
及分銷費用以及行政開支增加約人民幣139.1百萬元，而本集團的固定開支並無減少且本
集團於回顧期內作出貿易應收款項撇銷約人民幣6.3百萬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
無）。

資本開支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重大資本開支為約人民幣8.6百萬元（截至2016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8百萬元），主要用於廠房翻新、廠房加固工程及添置生產機器。

財務資源及流動性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317.3百萬元（2016年12月31
日：人民幣614.5百萬元）。流動比率為3.3（2016年12月31日：3.4）。本集團的流動性維持
健康。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主要用於：一、鞏固品牌及產品的市場營銷及推廣；二、
借貸業務的發展；及三、適時尋找潛在收購及其他投資機會。

應收貸款及利息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應收貸款及利息約為人民幣96.9百萬元（2016年12月31日：人
民幣125.3百萬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累計放貸合共約人民幣168.7百萬元，
平均年利率約為26.1%。本集團授出的所有貸款均由按揭、股份押記或資產押記擔保。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約為人民幣75.5百萬元（2016年12月
31日：約人民幣134.1百萬元）。本集團一般授予客戶30至60天的信貸期，期內貿易應收
款項及應收票據減少，主要是由於2017年本集團個人護理產品銷量下降及出售褔建和潤
而引致。本集團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作出貿易應收款項撇銷約人民幣6.3百萬元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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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2017年6月30日，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約為人民幣81.8百萬元（2016年12月31日：
約人民幣93.7百萬元）。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減少的主要原因在於2017年本集團個人
護理產品銷量下降及出售福建和潤所致。

存貨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存貨約為人民幣25.2百萬元（2016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30.9
百萬元）。存貨減少主要原因是2017年本集團因應個人護理產品銷量減少及出售福建和潤
而降低庫存水平。於2017年6月30日的存貨餘額較2016年下降約18.2%。

資產負債比率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及總資產分別為約人民幣878.3百萬元及人民
幣1,699.9百萬元，本集團的流動負債及總負債分別為約人民幣264.1百萬元及人民幣
278.7百萬元。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總資產）約為16.4%（2016年12月31日：
20.0%）。

銀行借款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有銀行借款人民幣107.7百萬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
110.9百萬元）。借款主要為本集團因境外資金需求而獲得的內保外貸融資額度。

資產抵押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短期借款及應付票據以人民幣125.6百萬元（2016年12月31
日：人民幣124.9百萬元）的存款作為抵押。

資本架構

本集團資本管理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持續經營能力及保持健康的資本比率，以支持其業務
並使股東利益最大化。本集團繼續著重適當的股權及債務組合，以確保高效的資本架
構，從而降低資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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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公司的業務交易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並無面臨重大外匯
波動風險。儘管如此，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狀況並將於日後採取其視為適當的任
何審慎措施。

或然負債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未來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強化、發展及開拓旗下多元化業務組合，並進一步建立可持續的投資組
合。個人護理產品業務仍然是本集團業務組合的核心。新發展業務及既有業務，包括借
貸業務、經營網上平台業務及買賣商品業務皆持續發展，佔據本集團業務組合的比重或
會增加。

鑒於中國經濟增長步入放緩的階段，中國消費者的消費習慣改變，包括(i)消費方式轉向
電子商務及移動互聯網；及(ii)消費者品牌忠誠度下降，本集團對自有品牌未來在個人護
理用品行業的表現持謹慎的態度。應對上述不利的經營環境，本集團會繼續加強促銷推
廣，避免銷售收入進一步下滑；同時，本集團將重新審視目前的投入產出，避免個人護
理產品業務持續虧損。

展望未來，本集團預計放貸業務將錄得高增長，本集團日後將投放更多財務資源擴大貸
款業務，包括可能通過媒體平台宣傳推廣。本集團可能考慮進行一定程度營銷工作，通
過各種公共媒體宣傳我們的品牌。未來，我們將會繼續拓展個人貸款市場。鑒於經濟前
景存在不明朗因素，本集團將以審慎及平衡風險的方式經營及拓展業務，以維持均衡的
放貸組合。本集團亦會把按揭業務範圍延伸至企業客戶。

本集團將更善用內部資源，以開拓不同範疇業務，令本集團業務更多元化，更有效提高
本集團的盈利能力及股東利益。本集團會不時留意及考慮其他合適的投資機會，本公司
將於適當時候按上市規則要求作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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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僱用2,242名僱員（於2016年12月31日：1,254名）。僱員較於
2016年12月31日的人數有所增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2017年6月僱用臨時工及暑期實
習生所致，主要藉此配合6月至8月旺季訂單的OEM禮盒包裝需求。

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向表現出眾的員工提供年終花紅。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成立的成員
公司亦須參與中國政府規定的社會保險供款計劃。根據相關國家及地方勞動及社會福利
法律及法規，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成立的成員公司須每月為僱員支付社會保險金，包括養
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及其他相關保險。

此外，本公司已於2011年6月採納購股權計劃及於2017年6月更新購股權計劃限額，以獎
勵為本集團的成功作出貢獻的員工。本公司董事相信，與市場標準及慣例相比較，本集
團提供予員工的薪酬待遇具有競爭力。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審閱本公司截至2017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其中包括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
財務申報事宜。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上市規則附錄10，「標準守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自身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本
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完全遵守標準守則規定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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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內《企業管治
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該條文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
應予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兼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蔡華綸先生兼任本公司行政總裁職
務。蔡先生擁有豐富管理經驗及逾30年業務經驗。董事會相信，由蔡先生兼任主席及行
政總裁之角色，可為本公司帶來穩固而貫徹之領導，並可有效及迅速規劃及實施業務決
策及策略。董事會亦認為目前由同一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的架構將不影響董
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責平衡。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後，蔡先生於2017
年8月11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行政總裁。

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發生下列事件：

(i)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7月4日的公告所披露，本集團與客戶A及客戶B（統稱「借
方」）訂立貸款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借方（亦為獨立第三方）授出本金額為
75,000,000港元的貸款，由貸款協議日期起計為期12個月，按年利率12厘計息。

 貸款由一處位於九龍何文田的住宅物業的第二法定按揭作抵押。

(ii)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7月19日的公告所披露，本集團與客戶C及客戶D訂立
貸款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客戶C及客戶D（亦為獨立第三方）授出本金額為
95,000,000港元的貸款，由貸款協議日期起計為期36個月，按年利率16厘計息。

 貸款由一處位於香港南區的住宅物業的第三法定按揭作抵押。

(iii) 於2017年8月25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Cheer Winner Investment Limited（「Cheer 
Winner」）與上海炫龍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炫龍」）及上海炫高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上海炫高」，連同上海炫龍統稱為「訂約方」）訂立有關建議戰略性合作之諒解備忘
錄（「諒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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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諒解備忘錄的條款，本公司與訂約方之間的合作將為（其中包括）(i) Cheer 
Winner及上海炫龍擬成立一間合營公司以在中國上海開發一個綜合性室內外動漫娛
樂主題樂園（「主題樂園」）；(ii) Cheer Winner、上海炫龍及上海炫高擬成立一間合營
公司以負責主題樂園的日常業務運營及管理；及(iii)本集團將提供其現有兒童個人護
理產品及訂約方將提供其動漫品牌的開發及使用權。

 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8月25日的公告。

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此中期業績公告於本公司的網站(www.princefrog.com.cn)及聯交所的網站(www.hkexnews.hk) 
發佈。本公司將向本公司股東寄發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的本公司截至2017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並於適當時候在上述網站可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兒童護理有限公司

蔡華綸先生
主席

中國漳州
2017年8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三名執行董事：蔡華綸先生、黃新文先生及馬志明先生；
(ii)兩名非執行董事：李周欣先生及任煜男先生；及(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曹斌先生、
陳詩敏女士及馬冠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