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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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財務摘要

收益較2017年同期減少約27.1%至約人民幣266.1百萬元。

毛利較2017年同期減少約55.2%至約人民幣60.4百萬元。毛利率較2017年同期下
降約14.3個百分點至約22.7%。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人民幣51.0百萬元，而2017年同期則錄得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32.5百萬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為約人民幣4.4分，而 2017年同期則錄得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約人民幣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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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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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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266,055 364,834

銷售成本 (205,623) (229,899)  

毛利 60,432 134,935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4,040 113,211
銷售及分銷費用 (26,842) (184,974)
行政開支 (60,839) (73,684)
其他開支 6 (12,973) (15,822)
融資成本 7 (4,896) (1,63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4,622) –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461) –  

除稅前虧損 8 (46,161) (27,964)

所得稅開支 9 (1,750) (2,517)  

期內虧損 (47,911) (30,481)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0,998) (32,492)
非控制權益 3,087 2,011  

期內虧損 (47,911) (3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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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於後續期間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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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3 (7,730)  

12,583 (7,730)

於後續期間可能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
之項目：
以下各項之投資估值儲備減少：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
產之公平值變動虧損（扣除稅項） (30,835) –

出售物業時計入保留溢利
之遞延稅項負債 – 2,386  

(30,835) 2,386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18,252) (5,34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66,163) (35,82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6,286) (36,404)
非控制權益 123 579  

(66,163) (35,82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11

基本 人民幣 (4.4)分 人民幣 (3.1)分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續 )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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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6月30日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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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348 402,050
預付土地租金 13,460 13,630
投資物業 96,075 95,272
待開發物業 139,061 137,297
商譽 53,957 63,314
無形資產 – 53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079 7,700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 –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
金融資產 178,578 –
可供出售投資 – 202,119
應收貸款及利息 12 98,131 99,495
預付款項及按金 68 7,245  

956,757 1,028,652  

流動資產
存貨 39,680 31,967
應收貸款及利息 12 91,095 105,887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3 104,201 113,16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6,887 37,834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500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7,056 9,748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58,867 40,067
應收一間合營公司款項 6,070 6,462
應收非控制權益款項 633 1,663
可收回稅項 131 129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7,170 127,11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3,034 222,691  

725,324 696,730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 6,246  

725,324 702,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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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4 63,599 71,45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8,217 43,606
銀行及其他借款 162,992 164,966
應付承兌票據 13,082 22,872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81,945 79,982
應付一間合營公司款項 120 4
應付非控制權益款項 785 762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405 –
應付稅項 17,792 13,644  

388,937 397,287  

流動資產淨值 336,387 305,68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93,144 1,334,34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2,254) (18,760)  

1,270,890 1,315,581  

權益
股本 11,649 9,694
儲備 1,177,519 1,220,17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1,189,168 1,229,870

非控制權益 81,722 85,711  

1,270,890 1,315,581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

於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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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中國兒童護理有限公司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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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址位於香港中環荷李活道32號建業榮基中
心2005-2006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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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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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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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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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用披露規定
而編製。

除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導致之會計政策變動外，編
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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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首次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下列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就編製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言，該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2018年1月1

日當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及相關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墊付代價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

一併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作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4年至2016年週期年度
改進的一部分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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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時通常毋須重列比較資料，惟對沖會計法的若干方面則除外。

過往分類為可供出售的股權投資

本集團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先前分類為可供出售之所有股權投資之公平值變動，原因
為該等投資乃持作長期策略投資且預期不會於短至中期內出售。指定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
面收益列賬的股權投資乃按公平值加上交易成本作初步計量，其後該股權工具會按公平值
計量，公平值變動所產生的收益或虧損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及於相關重估儲備內累計，
且無須進行減值評估。計入重估儲備之累計收益或虧損將不會於出售股權投資時重新分類
至損益，而將會轉移至保留溢利或將繼續於重估儲備內持有。

因此，於2017年12月31日公平值為人民幣202,119,000元之股權投資於2018年1月1日由可供出
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除於上文所披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影響外，採納上述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尚未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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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下列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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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貸

(c) 經營網上平台

(d) 買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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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按公平值透過
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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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及其他借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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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153,871 16,609 8,838 84,898 – 1,839 266,055       

分部（虧損）溢利 (30,834) 4,395 6,376 (283) (64) 365 (20,045)      
利息收入 1,905

其他未分配收入及收益 2,30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9,004) (9,004)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6,425)

融資成本 (4,896) 

除稅前虧損 (4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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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溢利 (129,197) 7,524 6,560 3,962 (10) (7,350) (11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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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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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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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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613,844 189,774 66,980 89,426 162,451 236,055 1,358,530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323,551 

總資產 1,682,081 

分部負債 175,423 2,297 104 1,695 254 2,268 182,041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229,150 

總負債 41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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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經審核）

分部資產 633,463 216,978 70,673 3,278 185,708 239,694 1,349,794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381,834 

總資產 1,731,628 

分部負債 171,961 14,739 166 29 185 2,007 189,087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226,960 

總負債 41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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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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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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769 339,489

放貸業務的利息收入 16,609 16,253

經營網上平台的收入 8,838 8,924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1,839 168  

266,055 364,834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1,905 4,824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所得收益 399 –

可供出售投資所得收益 – 796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95,586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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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736

租金收入 285 –

其他 832 273  

4,040 113,211  

* 概無有關此等補助而尚未完成之條件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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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580 1,929

應收貸款及利息減值虧損 488 –

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232 6,343

提早贖回承兌票據之虧損 104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9,004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406 7,518

其他 159 32  

12,973 15,822  

7.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的利息 2,586 1,630

其他借款的利息 2,174 –

應付承兌票據的推算利息 136 –  

4,896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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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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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23 228,627

折舊（下文附註 a） 18,066 16,186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170 170

無形資產攤銷 36 29

經營租約項下有關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租金付款 1,966 1,172

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開支 618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及下文附註 a）：
工資及薪金 26,975 47,579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601 4,40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497 5,472  

員工成本總額 31,073 57,455  

研發成本（下文附註b） 5,586 5,633

匯兌虧損淨額 5,290 6,047  

附註：

(a) 折舊及僱員福利開支分別包括金額人民幣10,556,000元（2017年：人民幣10,209,000元）及
人民幣7,333,000元（2017年：人民幣15,235,000元），該等金額亦計入所售存貨成本。

(b)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研發成本包括與研發活動之員工成本相關的款項人民
幣408,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309,000元），該等款項亦計入僱員
福利開支總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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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1,951 2,974

中國企業所得稅 11 480  

1,962 3,454

遞延稅項 (212) (937)  

於損益內確認的所得稅總額 1,750 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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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上年度，青蛙王子（中國）獲授中國企業所得稅的優惠稅率15%，由該年度
起額外三年適用該優惠稅率。

10. 股息

截至 6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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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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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基於期內虧損約人民幣50,998,000元（2017年：人
民幣32,492,000元）及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目1,163,556,000

股（2017年：1,041,551,000股）計算。

該兩個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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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應收貸款及利息

2018年
6月30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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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95 105,887

－二至五年 85,368 83,253

－五年以上 12,763 16,242  

189,226 205,382  

分析以供呈報用途：
非流動資產 98,131 99,495

流動資產 91,095 105,887  

189,226 205,382  

期╱年內變動如下：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年初 205,382 125,341

本集團作出的貸款 48,311 347,964

應收貸款利息 16,609 31,820

借款人償還貸款及利息 (82,530) (287,432)

應收貸款及利息之減值虧損 (488) –

匯兌調整 1,942 (12,311)  

於期╱年末 189,226 20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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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018年
6月30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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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52 113,415

減：呆賬撥備 (251) (251)  

104,201 11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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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天（2017年12月31日：30天至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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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款項不計息。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基於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8年
6月30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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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66 24,228

31天至60天 13,664 18,207

61天至90天 8,613 24,940

90天以上 48,358 45,789  

104,201 11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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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基於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8年
6月30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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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0 46,795

31天至90天內 19,877 10,026

90天以上 18,302 14,630   

63,599 71,451  

貿易應付款項不計息，且通常於30天至180天（2017年12月31日：30天至180天）期限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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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個人護理產品

中國兒童護理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個人護
理產品收益為約人民幣153.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37.7%（2017年6月30日：人
民幣247.2百萬元）。個人護理產品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虧損約人民幣30.8百萬元，
而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則錄得虧損約人民幣129.2百萬元。

於2017年上半年，福建和潤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福建和潤」）自本公司綜合財務
報表終止綜合入賬（「終止綜合入賬」），及本集團於福建和潤的餘下 30%股本權益
以權益法入賬，導致個人護理產品分部收益下降。

持續虧損主要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濟放緩，消費者消費習慣轉向電子
商務，從而導致個人護理產品分部收益減少所致。

放貸業務

於報告期內，該業務分部產生利息收入約人民幣16.6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2.2%（2017年6月30日：人民幣16.3百萬元），並於報告期內錄得分部溢利約人民幣
4.4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41.6%（2017年6月30日：人民幣7.5百萬元）。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尚未償還的 (i)無抵押貸款約人民幣25.7百萬元，其
平均實際年利率為約42.96%，年期介乎 2至60個月；及 (ii)按揭貸款約人民幣 149.0

百萬元，其平均實際年利率為約 15.45%，年期介乎 3至240個月。本集團授出的按
揭貸款通常由按揭、股份押記或資產押記作擔保。倘債務人違約或未有償還任何
欠付款項，本集團有權將抵押物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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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注意到擁有穩健收入及償債能力之業主日益增多，但因香港金管局收緊限
制及壓力測試而難以從銀行系統獲得融資，本集團認為，透過參與提供個人貸款
及按揭貸款拓展其放貸業務，可望把握上述銀根緊縮政策帶來的潛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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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0%（2017年6月30日：人民幣8.9百萬
元），並錄得溢利約人民幣6.4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2.8%（2017年6月30日：人
民幣6.6百萬元）。

買賣商品

於報告期內，買賣商品業務為本集團貢獻總收益約人民幣84.9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下降約 8.0%（2017年6月30日：人民幣92.3百萬元）。下降主要因為 2018年並無錄
得棕櫚油貿易收入（2017年6月30日：人民幣 84.4百萬元）。本集團從2017年第四季
度開始銷售電子產品及其他電子元器件，該業務為本集團貢獻約人民幣75.9百萬
元（2017年：無）。飲品交易及其他商品交易分別為本集團貢獻約人民幣2.6百萬元
及人民幣6.4百萬元（2017年：分別為人民幣7.9百萬元及無）。自2018年6月起，本集
團開始從事汽車零件貿易業務，而汽車零件貿易於報告期間為本集團貢獻約人民
幣2,000元（2017年：無）。

買賣商品業務錄得虧損約人民幣0.3百萬元（2017年6月30日：溢利約人民幣3.9百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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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

本集團的證券投資業務包括投資上市證券及非上市私募基金作長期投資用途。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證券投資組合約人民幣 91.6百萬元（全部均為香港
上市股本證券）及非上市投資基金約人民幣70.8百萬元。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
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表之未變現虧損淨額約人民幣23.3百萬元（2017年6月30日：人
民幣10,000元）。

有關香港上市股本證券及非上市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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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30日
相關股

份佔股權
百分比（%）

截至
2018年

6月30日
止期間

公平值變動

於2018年
6月30日
的公平值

於2018年
6月 30日
佔本集團
總資產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上市證券
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1009) 0.97 (4,999) 16,267 0.97

前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1499) 1.48 25,040 55,860 3.32

中國寶力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164) 0.26 (2,569) 6,444 0.38

星亞控股有限公司 (8293) 0.04 5,595 13,032 0.77

非上市基金
Head and shoulders Global investment Fund 

SFC 不適用 (46,324) 70,811 4.21

在當前經濟不平穩情況下，本集團將繼續審慎進行新的金融資產投資，以期望於
未來維持及提高其投資組合價值。

證券投資業務錄得虧損約人民幣64,000元（2017年6月30日：人民幣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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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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x Magic」）。Apex Magic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被收購集團」）主要
從事物業持有。被收購集團的資產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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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7年9月21日，本集團收購得發置業有限公司（「得發」）的全部已發行股本（「收
購得發」），該公司為一家於2017年3月28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自其註冊
成立以來，除與利欣置業有限公司擁有人（「利欣擁有人」）訂立臨時協議（「臨時協
議」）外，得發並無進行任何業務。根據臨時協議，得發同意以代價90,800,000港元
自利欣擁有人收購利欣置業有限公司（「利欣」）全部股本，預計得發將主要從事投
資控股業務。

利欣持有一處位於九龍青山道第489至491號香港工業中心C座地下C6工場及C座
1樓C7工場之物業，總建築面積約為6,086平方呎。

臨時協議乃於 2017年12月11日完成。

本公司董事（「董事」）相信收購Apex Magic及收購得發可進一步拓展本公司的業務，
拓寬其收入來源及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帶來更大的回報。

物業持有業務於報告期間錄得分部溢利約人民幣0.4百萬元（2017年6月30日：虧損
約人民幣 7.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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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營業額為約人民幣266.1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27.1%（截
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人民幣364.8百萬元）。

本集團實現個人護理產品收益為約人民幣 153.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37.7%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人民幣247.2百萬元）。

放貸業務為本集團貢獻總收益約為人民幣16.6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2%（截
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人民幣16.3百萬元）。

本集團的經營網上平台業務分部貢獻總收益約人民幣 8.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
降約1.0%（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人民幣8.9百萬元）。

本集團的買賣商品業務分部貢獻總收益約人民幣84.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8.0%（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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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百萬元（截至2017年
6月30日止期間：人民幣168,000元）。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報告期內毛利為約人民幣60.4百萬元，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的人
民幣134.9百萬元下降約55.2%。

於報告期內，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4.3個百分點至約22.7個百分點（截至2017

年6月30日止期間：37.0%）。整體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個人護理產品及買賣商品
業務的較低毛利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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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護理產品於報告期內的總計毛利為約人民幣32.8百萬元，較截至2017年6月30

日止期間的約人民幣 106.9百萬元下降約 69.3%。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21.8個
百分點至約21.4%。毛利率下降主要因為增加向經銷商提供折扣及於福建和潤終
止綜合入賬後，本集團之個人護理產品由生產製造轉為代工生產業務，從而導致
個人護理產品分部毛利減少所致。

放貸業務於報告期內的毛利為約人民幣16.6百萬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
人民幣16.3百萬元）。

經營網上平台於報告期內的毛利為約人民幣8.1百萬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
間：人民幣 7.7百萬元）。

買賣商品業務於報告期內的毛利為約人民幣1.0百萬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
間：人民幣 3.9百萬元），毛利率為約1.2%（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4.3%）。

物業持有業務於報告期內的毛利為約人民幣1.9百萬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
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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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期內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約為人民幣26.8百萬元，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的約
人民幣185.0百萬元下降約85.5%。

報告期內銷售及分銷費用佔收益的百分比為約10.1%（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
50.7%），其中廣告及推廣宣傳費佔收益的百分比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的
39.4%，減少約34.8個百分點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期間的約 4.6%。報告期內的
運費及其他費用佔收益的百分比約為5.2%，比2017年同期下降約6.1個百分點（截
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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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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約人民幣60.8百萬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人民幣73.7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17.4%。

行政開支減少主要由於期內福建和潤終止綜合入賬及購股權開支減少所致。報告
期內行政開支佔本集團收益約22.9%（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20.2%）。

融資成本

本集團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期間的融資成本為約人民幣4.9百萬元（截至2017年
6月30日止期間：人民幣1.6百萬元）。

收購附屬公司

於2017年第二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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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四季度，本集團從獨立第三方收購得發的全部已發行股本，該公司為
一家於2017年3月28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自其註冊成立以來，除與利
欣擁有人訂立臨時協議外，得發並無進行任何業務。根據臨時協議，得發同意以
代價90,800,000港元自利欣擁有人收購利欣全部股本，預計得發將主要從事投資
控股業務。

利欣持有一處位於九龍青山道第489至491號香港工業中心C座地下C6工場及C座
1樓C7工場之物業，總建築面積約為6,086平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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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協議乃於2017年12月11日完成。上述收購代價為人民幣83,599,000元，其中人
民幣72,512,000元以現金支付，而人民幣11,087,000元以本公司的承兌票據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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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CBP市場的線上平台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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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附屬公司於MYBB經營網上CBP諮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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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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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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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收購日期的商譽為人民幣103,257,000元。根據有
關的收購協議，賣方向本公司保證，Marvel Paramount Holdings Limited及附屬公司
截至2017年3月31日及2018年3月31日止兩個財政年度各年的除稅後純利（「累計保
證溢利」）（根據其經審核財務報表）分別不少於8,000,000港元及16,000,000港元。於
2018年6月30日，就人民幣49,300,000元之商譽累計減值虧損作出撥備。

出售附屬公司

於2018年6月30日，青蛙王子（中國）日化有限公司（「青蛙王子（中國）」，一間於中國
成立的有限責任外商獨資企業）（作為賣方）與絲耐潔（福建）口腔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絲耐潔」）（作為買方）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根據該協議，絲耐潔同意收購福建
愛潔麗日化有限公司（「福建愛潔麗」）80%股本權益，代價為人民幣12.0百萬元。上
述股份轉讓完成後，福建愛潔麗不再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且本集團確認出售虧
損人民幣 9.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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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12月21日，青蛙王子（中國）、福建和潤（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深圳
前海沃升資產管理中心（有限合夥）（「沃升」）（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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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本集團於福建和潤25%股本
權益的一項視作出售事項。增資完成後，福建和潤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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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集團
就本年度確認出售收益人民幣95.9百萬元。福建和潤不再為本集團附屬公司，而
成為本集團聯營公司。

淨虧損及淨虧損率

本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期間的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人民幣51.0百萬元，
而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人民幣32.5百萬
元。淨虧損率約為19.2%，而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的淨虧損率為約8.9%。每
股基本虧損為約人民幣4.4分（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3.1

分）。

有關虧損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於2017年錄得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福建和潤之一次
性收益。

資本開支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重大資本開支為約人民幣6.3百萬元（2017年12

月31日：人民幣257.3百萬元），主要用於廠房翻新，廠房加固工程及添置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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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性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53.0百萬元（2017年12

月31日：人民幣222.7百萬元）。流動比率為1.9（2017年12月31日：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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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貸業務的發展；及二、適
時尋找潛在收購及其他投資機會。

為籌集額外資金促進發展放貸業務，於2018年6月27日，231,687,000股配售股份（「配
售股份」）已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0.130港元成功配售予不少於六名獨立第三方。

經扣除配售佣金及相關開支後，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9.6百萬港元。

應收貸款及利息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應收貸款及利息約為人民幣189.2百萬元（2017年12月31

日：人民幣205.4百萬元）。期內，本集團已提供貸款約人民幣48.3百萬元（2017年12

月31日：人民幣348.0百萬元），平均年利率約為27.6%（2017年12月31日：15.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約為人民幣104.2百萬元（2017

年12月31日：人民幣 113.2百萬元）。本集團一般授予客戶 30至180天的信貸期。截
至2018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並未作出任何進一步呆賬撥備（2017年：無）。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2018年6月30日，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約為人民幣 63.6百萬元（2017年12月
31日：人民幣71.5百萬元）。本集團一般在30天至180天內結算應付款項，並一直保
持良好還款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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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報告期內，本集團存貨約為人民幣 39.7百萬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 32.0百萬
元）。於2018年6月30日的存貨餘額較2017年上升約24.1%。

資產負債比率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及總資產分別為約人民幣 725.3百萬元及約
人民幣1,682.1百萬元，流動負債及總負債分別為約人民幣388.9百萬元及約人民幣
411.2百萬元。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總資產）約為24.4%（2017年12月31

日：24.0%）。

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有銀行借款人民幣 118.5百萬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
幣115.0百萬元）。借款主要為本集團內保內貸的融資額度。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有其他抵押借款人民幣44.5百萬元（2017年12月31日：
無）。本集團就位於香港的投資物業向香港持牌放債人作出抵押融資。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其他無抵押借款（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50.0百萬
元）。

資產抵押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短期銀行借款及應付票據以人民幣127.2百萬元（2017

年12月31日：人民幣127.1百萬元）的存款作為抵押。

於2018年6月30日，其他借款以人民幣 96.1百萬元（2017年12月31日：無）的投資物
業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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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交易均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並無面臨重大外幣風險。管理層
監察外匯風險狀況並將於必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或然負債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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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展業務及既有業務，包括放貸業務、經營網上平台業務、買賣商品
業務、證券投資及物業持有皆持續發展，佔據本集團業務組合的比重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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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對旗下
生產個人護理用品工廠的產能利用率表現持謹慎的態度。應對上述不利的經營環
境，本集團會加強供應鏈反應速度及產品開發能力，避免銷售收益進一步下滑。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逐步加大電子產品及其他電子元器件的業務以及汽車零件貿
易業務的比重，通過引入行業內經驗豐富的銷售團隊，形成競爭優勢。同時，本
集團亦須持續放大放貸業務，並將按揭業務範圍延伸至企業客戶。本集團於不久
將來將投放更多財務資源擴大該等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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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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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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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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機會。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要求作出公告。

僱員及薪酬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僱用1,033名僱員（於 2017年12月31日：99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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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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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6月12日、2018年6月15日及2018年6月27日之公告所披露
之配售事項及配售股份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回顧期內概無購買、贖回
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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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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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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的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2.1 條除外。企
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應予區分，不應由同
一人兼任。行政總裁職位由蔡華綸先生（「蔡先生」）擔任，同時彼亦為本公司主席。
蔡先生擁有超過30年之地產及投資經驗，負責管理本集團整體運營以及業務發展
和策略規劃。

董事認為，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由同一人兼任有利於本集團的管理及業務發
展。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的成員均為經驗豐富且高質素的人士，彼等將透過運作
確保權責平衡。董事會將持續監察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並會考慮在計
及本集團整體情況後於適當時間將兩者分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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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
事均確認彼等於報告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報告期後事項

於2018年6月30日之後，概無重大事項對本集團截至本公告日期的經營及財務表
現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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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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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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兼行政總裁
蔡華綸先生

中國漳州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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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非執行董事：李周欣先生；及 (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詩敏女
士、馬冠勇先生及卜亞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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