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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執行董事

潘俊峰先生（主席）
湯大從先生

非執行董事

聞俊銘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海明博士
麥家榮先生
宋泳森先生

公司秘書

尹凱鳴先生

核數師

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
銅鑼灣
威非路道18號
萬國寶通中心
7樓701室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SMP Partners (Cayman) Limited
Royal Bank House – 3rd Floor,
24 Shedden Road,
P.O. Box 1586,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號舖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北角
蜆殼街9-23號
秀明中心
12字樓D室

主要往來銀行

恒生銀行
香港
中環
德輔道中83號
B2層

網址

http://www.freshexpressdelivery.com

聯絡

fedh0117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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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約為人民幣585,000,000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958,0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減少約39%。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
約為人民幣2,0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9,000,000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0.18分（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32分）。

業績及分派

收益

本集團收益約為人民幣585,0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958,0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約39%。本集團於本期間之
銷售收益減少，此乃由於本集團之策略調整為專注於發展中小型客戶並逐漸減少依賴向
少數主要客戶之銷售所致。

毛利

本集團毛利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63,000,000元減少至截至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32,000,000元。本期間毛利率由6.6%減少至
5.4%，此乃由於策略調整所致。

員工成本

本集團之員工成本約為人民幣12,9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
民幣8,3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大幅增加約55.4%。由於本集
團將銷售渠道從線下轉往線上，需要更多信息技術後台的支援。因此，本集團信息技術部
門的人員開支增加，而導致整體員工成本增加。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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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

折舊費用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5,500,000元增加至截至二零
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10,3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增加約87.3%，由於本集團主要物業、機器及設備均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
期間購入，故需自購買日起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為止撥備約三個月之折
舊費用。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本期間之折舊費用大幅增加乃由於就相關物業、
廠房及設備撥備六個月之全部折舊費用所致。

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為人民幣2,400,000

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8,800,000元）。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
民幣0.18分，而前一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約人民幣4.32分。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減
少乃主要由於期內銷售收益減少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人民幣13,400,000元（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9,300,000元）。根據本集團總負債約人民幣512,400,000元（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39,100,000元）相對於總權益正數約人民幣737,100,000元（二
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正數約人民幣670,800,000元）計算之本集團債務權益比率為0.70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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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期內，11,500,000份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按每股股份0.40港元之價格獲行使。因此，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增加約人民幣101,000元及其股份溢價賬增加約人民幣4,621,000元。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已根據配售協議發行271,660,000股配售股份。詳情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之公告。

前景

誠如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財年之年報所述，本集團業務之未來發展方向仍然為迅速
構建多個食品品類的全國冷鏈物流採購網路以及以冷鏈食品物流分撥基地為基礎的全國
性的冷鏈物流食品分銷網路，目標成為中國最有競爭力的冷鏈食品分銷及配送服務提供
商。

僱員

本集團的政策為僱員薪酬符合市場水平及與行內類似職位之薪酬水平相若。並可根據僱
員之個別表現發放年終酌情花紅。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退休計劃、培訓計劃及教
育津貼。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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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其他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資本承擔（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本回顧財政期間末，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置存之登
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概無董事及最高行政人
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權證中擁有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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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
下列股東（於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一節
內所披露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權益及淡倉的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
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所持股份數目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好倉 淡倉
所持股份

總數百分比
（附註6）

奇輝控股有限公司（附註1） 實益擁有人 340,115,352 – 20.87

Bomao Holdings Limited 於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附註1）
340,115,352 – 20.87

Harvest (Overseas)  

Investment Limited

於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附註1）
340,115,352 – 20.87

安徽豐收投資有限公司 於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附註1）
340,115,352 – 20.87

安徽省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於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附註1）
340,115,352 – 20.87

安徽省投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附註1）
340,115,352 – 20.87

Fortunate Gravity Hongkong 

Limited（附註2）
實益擁有人 233,720,000 –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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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數目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好倉 淡倉
所持股份

總數百分比
（附註6）

Queen’s Central Hongkong 

Holdings Limited

於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附註2）
233,720,000 – 14.34

無錫網行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於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附註2）
233,720,000 – 14.34

朱偉 於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附註2）
233,720,000 – 14.34

黃霞 家族權益 

（附註2及3）
233,720,000 – 14.34

STI LSN 1 Limited 保證權益（附註4） 340,115,352 – 20.87

Tung Sun Tat Clement 於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附註4）
340,115,352 – 20.87

偉航環球有限公司 保證權益（附註5） 233,720,000 – 14.34

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附註5）
233,720,000 – 14.34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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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

1. 奇輝控股有限公司由Bomao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而Bomao Holdings Limited繼而由
Harvest (Overseas) Investment Limited全資擁有，而Harvest (Overseas) Investment Limited則由安
徽豐收投資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安徽豐收投資有限公司繼而由安徽省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擁
有40%權益，而安徽省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則由安徽省投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所有上
述權益互相重複。

2. Fortunate Gravity Hongkong Limited由Queen’s Central Hongkong Holdings Limited擁有90%權
益。Queen’s Central Hongkong  Holdings Limited由無錫網行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無
錫網行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則由朱偉先生及黃霞女士分別擁有99%及1%權益。上述權益互相重
複。

3. 黃霞女士為朱偉先生之配偶，因而被視為於朱先生擁有之權益中擁有權益且與此重複。

4. STI LSN 1 Limited由Tung Sun Tat Clement先生全資擁有。所有上述權益互相重複。

5. 偉航環球有限公司由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所有上述權益互相重複。

6. 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數目（即1,629,987,188股股份）計
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記錄之登記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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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惟對守則第A.2.1條、第A.4.1條及第
F.1.2條之偏離者除外。

根據守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分開，不應由同一人士兼任，且主席與
行政總裁之職責應清晰制定並以書面形式載列。潘俊峰先生（「潘先生」）自二零一六年六
月二十四日起擔任本公司主席，亦履行行政總裁之職責。彼負責管理董事會及本集團業
務。董事會認為潘先生掌握管理董事會之必要領導才能，並熟知本集團之業務。現有架構
適合本公司，因為其可促進本公司策略之有效制訂及實施。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此安排之
效用，並將於其認為適當之時考慮委任一名人士擔任行政總裁。

根據守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重選連任。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
日止期間，全體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均非按指定任期委任，但須根據本公司之細則條文
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重選連任，並最少每三年於股東
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一次。

根據守則第F.1.2條，委任公司秘書應透過實質召開之董事會會議（而非以書面決議案方
式）處理。委任現任公司秘書乃於二零一三年九月透過書面決議案處理。董事會認為，於
執行委任現任公司秘書之書面決議案之前，已就該事宜向全體董事進行獨立諮詢且並無
任何異議，故並無必要實質召開董事會會議取代書面決議案以批准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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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報告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
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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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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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84,514 957,960

已售存貨成本 (552,662) (894,461)

毛利 31,852 63,499

其他收入 719 333

員工成本 (12,873) (8,276)

經營租約租金 (1,582) (1,183)

折舊 (10,336) (5,468)

地租預付金攤銷 (338) (169)

其他經營開支 (2,124) (4,175)

業務溢利 5,318 44,561

融資成本 (802) (917)

除稅前溢利 5 4,516 43,644

所得稅 6 (2,162) (4,893)

期內溢利 2,354 38,751

其他全面收入：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3,309 1,16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663 39,915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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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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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395 38,777

非控股權益 (41) (26)

2,354 38,751

應佔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704 39,941

非控股權益 (41) (26)

5,663 39,915

每股盈利 7

基本（每股人民幣分） 0.18 4.32

攤薄（每股人民幣分） 0.18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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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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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及設備 9 662,398 671,892
地租預付金 23,506 23,844

685,904 695,736

流動資產
存貨 170,640 162,112
應收賬款 10 181,945 146,767
地租預付金 676 67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96,941 185,332
銀行及現金結餘 13,415 19,291

563,617 514,17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24,359 67,29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24,391 127,880
借貸 13 359,123 –
即期稅務負債 4,553 10,391

512,426 205,566

流動資產淨額 51,191 308,612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37,095 1,004,348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3 – 333,569

資產淨額 737,095 670,77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3,739 11,329
儲備 723,335 659,38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37,074 670,717
非控股權益 21 62

權益總額 737,095 670,779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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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以股份
為基礎之
付款儲備

外幣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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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5,277 1,900,180 – (73,215) (1,489,011) 343,231 98 343,329
配售新股份 3,809 199,457 – – – 203,266 – 203,266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1,164 38,777 39,941 (26) 39,915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9,086 2,099,637 – (72,051) (1,450,234) 586,438 72 586,510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11,329 2,190,823 1,893 (84,596) (1,448,732) 670,717 62 670,779
配售新股份 2,309 54,416 – – – 56,725 – 56,725
根據購股權計劃已發行股份 101 4,621 (794) – – 3,928 – 3,928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3,309 2,395 5,704 (41) 5,663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13,739 2,249,860 1,099 (81,287) (1,446,337) 737,074 21 737,095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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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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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94,551) 267,283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315,983)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842) –

已收利息 1 333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41) (315,650)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配售股份之所得款項淨額 56,725 203,266

行使購股權之所得款項淨額 3,928 –

償還銀行貸款 – (18,000)

已籌集銀行及其他貸款 25,554 38,00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86,207 223,2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9,185) 174,899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3,309 1,16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291 124,187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415 300,250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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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鮮馳達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三號法
律的合訂與修訂本）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北角
蜆殼街9-23號秀明中心12字樓D室。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
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從事冷鏈食品集成分銷業務。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規定之適用披露而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一七年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使用之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與其業務相關及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開始
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導致本集團之會
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呈報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尚未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
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釐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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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

就財務報告而言，本集團僅有一個可呈報經營分部，呈報為中國冷鏈食品集成分銷。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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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584,514 957,960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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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1) (333)
已售存貨成本 552,662 894,461
地租預付金攤銷 338 169
折舊 10,336 5,468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下之最低租金 1,582 1,183
董事酬金 249 432

6.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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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期內撥備 2,162 4,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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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續）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概無任何源自香
港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該等期間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本集團實體須
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按25%的法
定所得稅率繳稅，其中於中國西藏自治區註冊成立的實體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相關中國所得稅規則及規例享有9%的優惠稅率。

其他國家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費用已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及依據現行之法例、
詮釋及慣例計算。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六個月期間溢利約人民幣
2,395,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8,777,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數1,361,000,084股（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97,157,86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該等期間本公司並無任何流通在外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9. 物業、機器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約人民幣84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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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

除現金銷售外，發票之一般付款期為發出日期起計30日，惟若干優質客戶之賒賬期則達90日。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劃分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或以內 46,533 55,815
31至90日 112,671 90,952
超過90日 22,741 –

181,945 146,767

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付款項 130,728 133,273
按金 341 341
其他應收款項 65,872 51,718

196,941 18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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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劃分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或以內 24,359 65,355
31日至90日 – 1,940

24,359 67,295

13. 借貸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借貸 359,123 333,569

借貸按以下時間償還：
按要求或於一年內 359,123 –
於第二年 – 333,569

359,123 333,569

賬面值約人民幣333,569,000元之本集團其他借貸為無抵押、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償還及不計
息。

賬面值約人民幣25,554,000元之本集團其他借貸以港元計值，約為30,000,000港元。借貸由若干
附屬公司股份抵押，按固定年利率13%安排，須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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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本公司股本之概要如下：

股份數目 金額
附註 人民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19,800,000,000 157,061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優先股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200,000,000 1,586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1,346,827,188 11,329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之股份 (a) 11,500,000 101
配售股份 (b) 271,660,000 2,309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1,629,987,188 13,739

(a) 期內，11,500,000份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按每股股份0.40港元之價格獲行使。因此，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增加約人民幣101,000元，而其股份溢價賬增加約人民幣4,621,000元。

(b) 配售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完成，據此，271,660,000股股份已按照配售協議以每
股股份0.25港元之價格發行。因此，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增加約人民幣2,309,000元及其股份
溢價賬增加約人民幣54,416,000元。於扣除發行開支約人民幣1,010,000元後，所得款項淨
額約為人民幣56,725,000元。

15.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本集團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16. 批准中期財務報表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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