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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中國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中國康大食品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一九九二年成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多元化
食品製造及加工集團，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加工、銷售及分銷：

a) 冷藏及冷凍兔肉產品；

b) 冷藏及冷凍雞肉產品；

c) 加工食品，包括多種食品，如肉雞熟食、烤兔肉、肉丸、去氧小包裝栗子及海產品；及

d) 其他產品，主要包括寵物食品、家禽、兔內臟、水果、乾辣椒、豬肝、調味料及高附加值保健產品。

本集團之冷藏及冷凍兔肉主要出口往歐洲聯盟（「歐盟」）。除銷售其自有品牌「康大」、「U味」及「KONDA」的產品外，本集團亦
作為其客戶多種加工食品，包括肉丸、海產品、肉雞熟食、栗子等的原設備製造（「原設備製造」）製造商。

本集團目前在中國26個省份及超過30個大城市分銷其多種產品，並出口至20多個國家，包括日本、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及若
干歐盟成員國。

本公司是中國獲授權向歐盟供應兔肉的主要公司之一及中國最大的兔肉出口商之一。本公司亦為中國首間獲頒肉兔配套
系養殖證書的中國公司。

詳細資料請登入www.kangdafood.com。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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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執行董事：
方宇（主席兼行政總裁）
高岩緒
安豐軍
羅貞伍
李巍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家賢
李煦
許詠雯

公司秘書
陳㬢(ACG、ACS)
鄭會郿(ACS)

審核委員會
陳家賢（主席）
李煦
許詠雯

薪酬委員會
李煦（主席）
陳家賢
許詠雯
羅貞伍

提名委員會
許詠雯（主席）
陳家賢
李煦
方宇

授權代表
方宇
羅貞伍

新加坡股份過戶登記處
B.A.C.S. Private Limited
77 Robinson Road 
#06-03 Robinson 77 
Singapore 068896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夏愨道16號
遠東金融中心17樓

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
干諾道中111號
永安中心25樓

註冊辦事處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2
Bermuda

本公司網址
www.kangdafood.com
（本公司網站所刊載的內容並不構成 
本文件的一部份）

中國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
山東省
青島市
黃島區
濱海大道8399號

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註冊的
香港營業地點
香港
灣仔
港灣道25號
海港中心
1909A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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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報告其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
二二年上半年」）的未經審核業績，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為約人民幣6.5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則
為約人民幣39.8百萬元。

本集團繼續採取穩健的經營策略，收益取得穩定增長。收
益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723.3百萬元增加11.9%
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809.0百萬元。增長得益
於消費需求的恢復。然而，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玉米、豆粕
等動物飼料原料價格上漲，毛利率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
4.8%下降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3.8%。

虧損淨額減少主要得益於以下因素：(i)確認出售附屬公司
收益人民幣12.7百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無）；(ii)行政開
支及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人民幣9.1百萬元；及(i i i)於二零
二二年上半年並無確認出售未充分利用或陳舊物業、廠房
及設備的虧損（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4.6百萬元）。

前景

作為一間專注於消費品行業的公司，我們的業務向來受到
經濟增長、消費者偏好、行業週期及動物疫情的影響。於二
零二二年上半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再度抬頭及全球經濟
衰退，整個消費行業正面臨複雜的外部環境及更嚴峻的挑
戰。儘管存在挑戰，我們的產品乃消費必需品，故所有上述
不明朗因素對我們業務的影響將會有限。

隨著COVID-19疫情成為常態，本集團已制定全面而嚴格的
防控計劃以保障我們的員工健康、產品安全以及生產穩定
及銷售順暢。憑藉我們嚴格的質量控制及食品安全系統，
我們將繼續為客戶提供優質產品。

食品行業的發展將繼續面臨低增長率及競爭加劇之挑戰。
隨著消費升級，食品安全及健康成為消費者關注的重點，
而這也一直是我們的首要任務。為維持整體盈利能力以及
提升競爭力及市場風險抵禦能力，本集團將專注於高附加
值加工食品，維護與重要客戶的業務關係並積極開發新市
場及新客戶。

我們將繼續優化產品組合、加強成本管理、推進品牌建設
及擴展新銷售渠道以強化核心能力並提高本集團整體業
績。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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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及財務回顧

按產品劃分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變動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

加工食品 339,988 347,497 (2.2)

冷藏及冷凍雞肉 263,280 158,540 66.1

冷藏及冷凍兔肉 76,735 103,895 (26.1)

其他產品 129,007 113,362 13.8

總計 809,010 723,294 11.9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生產及銷售加工食品、冷藏及冷凍
雞肉、冷藏及冷凍兔肉以及其他產品所產生的收益分別貢
獻42.0%、32.5%、9.5%及16.0%（二零二一年上半年：48.0%、
21.9%、14.4%及15.7%）的收益。

加工食品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源自生產及銷售加工食品的收益
減少2.2%至約人民幣340.0百萬元。由於國內若干地區發生
COVID-19疫情，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偶爾禁止堂食，加工食品
的收益略有下降。

冷藏及冷凍雞肉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源自生產及銷售冷藏及冷凍雞肉的
收益增加66.1%至約人民幣263.3百萬元。由於豬肉售價自二
零二二年四月以來大幅上漲，更多雞肉被用來替代豬肉消
費，因此對冷藏及冷凍雞肉的需求亦相應增加。

冷藏及冷凍兔肉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冷藏及冷凍兔肉產品的銷售額減少
26.1%至約人民幣76.7百萬元。由於若干養兔場於二零二二
年上半年未能達到環保要求，於回顧期間飼養的肉兔減
少。冷藏及冷凍兔肉的銷售額減少與飼養的肉兔數量減少
一致。

其他產品

其他產品主要為寵物食品、飼料產品以及雞肉及兔肉的副
產品。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源自生產及銷售其他產品的
收益增加13.8%至人民幣129.0百萬元。有關增加得益於寵物
食品市場的增長。

按地區市場劃分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變動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

出口 216,730 250,378 (13.4)

中國 592,280 472,916 25.2

總計 809,010 723,294 11.9

按地區劃分，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我們來自中國及海外
的收益分別貢獻73.2%及26.8%（二零二一年上半年：65.4%及
34.6%）的收益。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來自中國銷售的收
益增加25.2%至人民幣592.3百萬元。冷藏及冷凍雞肉的銷售
額增加貢獻了大部分的中國收益增長。於二零二二年上半

年，來自出口銷售的收益減少13.4%至人民幣216.7百萬元，
此乃由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完成出售青島康大海青食品有
限公司（「海青食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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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變動

變動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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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食品 39,340 11.6 21,824 6.3 17,516 80.3

雞肉 (25,870) (9.8) (7,201) (4.5) (18,669) (259.3)

兔肉 2,802 3.7 6,183 6.0 (3,381) (54.7)

其他產品 14,221 11.0 13,567 12.0 654 4.8

總計 30,493 3.8 34,373 4.8 (3,880) (11.3)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整體毛利率由上期的4.8%降低1.0個
百分點至3.8%。

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乃我們主要的盈利來源。毛利率上升5.3個百分點
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11.6%。本集團積極開拓毛利率較高
的特定餐飲渠道和便利店銷售，並調整毛利率較低的若干
銷售渠道的供應。

冷藏及冷凍雞肉

冷藏及冷凍雞肉的毛利率下跌5.3個百分點至二零二二年上
半年的–9.8%。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玉米、豆粕等動物飼料的
原料成本大幅上漲。飼料成本增加導致二零二二年上半年
冷藏及冷凍雞肉的毛利率下降。

冷藏及冷凍兔肉

冷藏及冷凍兔肉的毛利率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6.0%降低
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3.7%。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冷藏及冷
凍兔肉的銷售額下降26.1%。較低的產量和不變的固定成本
導致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毛利率下降。

其他產品

其他產品的毛利率降低1個百分點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
11.0%。原材料成本上升對其他產品的毛利率造成負面影
響。

其他收入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其他收入為人民幣23.7百萬元，較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1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9.6百萬
元。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出售附屬公司收益、租金收入、政府
補貼、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產生的收益減估計銷售成本及
金融資產利息收入。其他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確認出售附
屬公司山東凱加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凱加國際」）的收益人
民幣12.7百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無）及養兔場租金收入
人民幣4.1百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無）。有關出售凱加
國際的詳情，請參閱「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事項」一節。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薪金及福利、運輸成本及廣告成
本，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減少人民幣5.2百萬元至約人民幣
17.3百萬元。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乃由於：(1)二零二一年下
半年出售海青食品，其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銷售及分銷
開支為人民幣2.5百萬元；及(2)出口銷售減少導致海外運輸
成本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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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專業費用、折舊費用、差旅
開支及其他雜項行政開支。行政開支減少乃主要由於二零
二二年上半年確認匯兌收益人民幣3.0百萬元（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虧損人民幣3.7百萬元）。

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其他經營開支為人民幣5.4百萬元，較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4.3百萬元減少人民幣8.9百萬
元。其他經營開支指雜項開支及虧損，主要包括投資物業
折舊及出售未充分利用或陳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並無確認出售未充分利用或陳
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4.6
百萬元）。

融資成本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融資成本下降6.7%至約人民幣6.4百
萬元，主要是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銀行借款的平均餘額
減少。

稅項

本集團錄得所得稅抵免人民幣0.3百萬元。於二零二二年上
半年，本集團處於稅項虧損狀況，且並無計提本期間稅項
撥備。所得稅抵免主要來自遞延稅項抵免。本集團若干附
屬公司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包括飼養及銷售牲畜），故可
於回顧期間享有全面企業所得稅豁免。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本集團財務狀況回
顧

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物業、廠房及設備」）主要包
括租賃樓宇、廠房以及機器。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物
業、廠房及設備減少7.3%至約人民幣352.8百萬元。有關減少
乃折舊費用以及添置廠房及機器的淨影響。

投資物業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中與持作用
於獲得租金收入的養兔場有關的租賃樓宇。由於類似物業
無活躍市場價格，因此無法可靠地計量公平值，從而投資
物業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列賬。

使用權資產是指經營租賃資產及預付土地租金。有關減少
乃由於本期間使用權資產折舊所致。

商譽乃因過往收購附屬公司而產生。

生物資產主要是指供出售的幼兔、種兔和種蛋以及供繁殖
的種兔及種雞。該等生物資產乃由本集團管理層根據類似
大小、品種及年齡的兔╱雞的市場定價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進行估值。估值方法乃遵照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釐定生物資產於目前位置及狀況
下的公平值。與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比，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生物資產（包括流動及非流動生物資
產）減少6.4%。減少的主要原因是飼養的種雞減少。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存貨增加人民幣17.6百萬元至
約人民幣145.1百萬元。存貨的增加與銷售額的增加一致。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存貨週轉日數為31.9天，而二零二一
年上半年為36.9天。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增加人民
幣74.6百萬元至約人民幣194.8百萬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銷售額增加及於二零二一年年底收回
較多應收貿易款項。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按
金增加人民幣18.5百萬元至約人民幣89.6百萬元。有關增加
乃主要由於支付採購飼料及加工食品的原料的預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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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抵押存款為本集團的應付票據及銀行借款作抵押。新增
銀行貸款導致已抵押存款增加。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乃主要由於新增銀行貸款和支付應
付貿易款項的淨影響。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減少33.4%
至約人民幣151.6百萬元。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減少乃主要
由於結付應付貿易款項所致。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是指有關薪金的應付款項及應
付福利、應計開支及已收按金，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增加2.3%至約人民幣118.7百萬元。與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相比，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保持穩定。

租賃負債是指在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尚未支付
的租賃付款現值。租賃負債減少乃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
支付租金所致。

合約負債是指尚未履行本集團現有合約項下履約義務的客
戶之預付對價。有關增加乃由於有利的市場趨勢致使自客
戶收取更多預付款。

經計及約人民幣279.8百萬元的新增銀行借款及約人民幣
101.5百萬元的貸款償還，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結餘增加人
民幣178.3百萬元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298.8
百萬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來自直接控股公司的貸款增加
人民幣9.2百萬元至人民幣82.7百萬元。有關貸款為免息、無
抵押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為約人民幣
572.8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82.2百
萬元），包括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726.4百萬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64.5百萬元）及流動資產約人民幣
629.2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93.2百
萬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淨
額狀況約人民幣16.6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流動負債淨額人民幣106.1百萬元），主要包括現金及銀行
結餘約人民幣152.5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138.6百萬元）。此外，存貨約人民幣145.1百萬元（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7.5百萬元）及應收貿易款
項約人民幣194.8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120.2百萬元）亦為主要流動資產。主要流動負債為應付
貿易款項及票據以及計息銀行借款，分別為人民幣151.6百
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27.6百萬元）及
人民幣181.6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01.1百萬元）。

本集團管理資金的目標是維護本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以
期為本公司股東提供回報及為其他持份者帶來利益，同時
維持最佳的資本架構以降低資本成本。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約
人民幣152.5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38.6百萬元），計息銀行借款、來自直接控股公司的貸款
及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分別為約人民幣298.8百萬元、
人民幣82.7百萬元及人民幣37.2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分別為人民幣120.5百萬元、人民幣73.5百萬
元及人民幣44.5百萬元）。本集團計息銀行借款的年利率
介乎2.52%至4.75%（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6%至
4.75%）。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為82.7%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2%），乃按債項淨額
人民幣463.3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84.5百萬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人民幣560.1百萬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66.9百萬元）計算。
本集團將主要以其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尋求重續尚未
償還銀行借款及新銀行信貸以及探求獲得其他融資來源以
償還債項。本公司管理層深信本集團有充裕的財務資源償
還其日後債項，並支持其營運資金需求及未來業務擴張。
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用於對沖用途，亦無使用任
何以外幣計值的投資淨額透過貨幣借貸及╱或其他對沖工
具進行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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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風險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面臨由各種貨幣帶來的外匯風險，涉及
的主要風險為以美元、日圓及歐元計值的應收款項。

本集團並無正式的外匯對沖政策，亦無進行對沖活動以減
低外幣風險。然而，本公司管理層會監控外匯風險，並會考
慮於有需要時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已訂約但未於財務
報表內撥備的資本承擔為約人民幣6.9百萬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7百萬元）。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計息銀行借款總額包括有抵押
負債約人民幣298.8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120.5百萬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由本集
團的若干短期已抵押存款、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土地使
用權、本集團關連人士及一間前附屬公司的若干物業、廠
房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作為抵押，並由本集團的若干關
連人士及一間前附屬公司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合共聘用2,233名
僱員（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49名僱員）。本集
團的薪酬政策乃根據行業慣例及個別僱員的表現制訂。於
回顧期間，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為約人民幣83.0百萬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86.3百萬
元）。本公司並無為其僱員設立購股權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
零二一年上半年：無）。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山東凱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與高密庚盛食品有限公司（為(i)
凱加國際的主要股東；及(ii)其擁有人王奐偉先生及劉堂君
先生均為凱加國際的董事）訂立股權轉讓協議，以現金代價
人民幣17,500,000元出售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凱加國
際的70%股權。於滿足股權轉讓協議的全部條款及條件後，
本集團不再控制凱加國際，及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二年五
月十八日完成。出售凱加國際的收益人民幣12.7百萬元已
計入其他收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及除對附屬公司的投資外，於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於其他公司持有
任何重大股權投資或進行任何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
公司之重大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
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全體獨立非
執行董事，即陳家賢先生、李煦先生及許詠雯女士。審核委
員會主席為陳家賢先生。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
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準則，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
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二零二二年中期業
績公告及本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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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全部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下文所列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C.2.1條列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
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根據本公司現時之組織架構，方宇先生為本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由於彼於金融行業擁有豐富經驗，董事會認為，同
一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將為本公司帶來強大且貫徹之領導，可有效及高效進行規劃及實施業務決策及策略，有
利於本集團之業務前景及管理。儘管方宇先生同時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惟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責任已予以清晰區
分。兩項職務由方宇先生分別履行。本公司認為，本公司之長期目標為於物色到合適人士時，該兩項職務由不同人士擔
任。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須披露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
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所擁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的該等條文彼等被視作或當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於本公司之股東登記冊內，或
須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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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的聯繫人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
須記錄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
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名稱（附註） 身份╱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附註）

佔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鼎希有限公司 登記及 
實益擁有人 324,708,066 75.00%

附註：

資料乃由主要股東提供。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未知悉任何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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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予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須記錄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內
的權益或淡倉。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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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並不建議支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支付中期股息。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購買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概無獲授可透過購買本公司的股份或債券
而獲利的權利，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以讓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
政人員可獲得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該等權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中期報告。

董事資料

陳家賢先生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辭任陸慶娛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GEM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8052）獨
立非執行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自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年報刊發以來，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資料概無發生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及13.51B條予以披露的變動。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經對全體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
直至本報告日期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報告期後事項

自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以來，並無影響本集團的重要事件。

致謝

本人謹此對於全體管理層及員工的勤勉工作及無私奉獻以及業務夥伴及本公司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致以謝意及衷心感
激。

代表董事會
中國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方宇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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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6 809,010 723,294
銷售成本 (778,517) (688,921)  

毛利 30,493 34,373

其他收入 6 23,754 4,134
銷售及分銷開支 (17,265) (22,549)
行政開支 (31,148) (34,965)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以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備淨額 (781) (805)
其他經營開支 (5,401) (14,257)  

經營所得虧損 7 (348) (34,069)
融資成本 8 (6,379) (6,838)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虧損 – –  

除稅前虧損 (6,727) (40,907)
所得稅抵免 9 331 312  

期內虧損 (6,396) (40,595)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322) (7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322) (7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718) (40,674)  

以下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494) (39,841)
非控股權益 98 (754)  

(6,396) (40,595)  

以下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816) (39,920)
非控股權益 98 (754)  

(6,718) (40,67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11
基本（人民幣分） (1.5) (9.2)
攤薄（人民幣分） (1.5) (9.2)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3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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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806 380,686
投資物業 187,001 191,519
使用權資產 105,213 108,432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 –
商譽 56,356 56,355
生物資產 24,739 27,200
遞延稅項資產 238 346  

726,353 764,538  

流動資產
生物資產 7,140 6,854
存貨 145,121 127,489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12 194,786 120,154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89,631 71,103
已抵押存款 40,000 29,000
現金及銀行結餘 152,495 138,624  

629,173 493,224  

流動資產總額 629,173 493,22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3 151,600 227,642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18,720 116,022
租賃負債 4,564 4,447
合約負債 20,456 16,586
計息銀行借款 14 181,623 101,104
其他借款 8,980 8,576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37,205 44,494
來自直接控股公司的貸款 82,699 73,505
遞延政府補貼 4,422 4,798
應付稅項 2,300 2,177  

流動負債總額 612,569 599,351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16,604 (106,12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42,957 658,411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4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中國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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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貼 19,683 21,088
計息銀行借款 14 117,200 19,400
租賃負債 31,043 32,984
遞延稅項負債 2,256 2,696  

非流動負債總額 170,182 76,168  

資產淨值 572,775 582,243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2,176 112,176
－儲備 447,910 454,726  

560,086 566,902
非控股權益 12,689 15,341  

權益總額 572,775 58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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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資本

贖回儲備 其他儲備
外幣換算

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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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12,176 257,073 (41,374) 2,374 46,798 127 189,728 566,902 15,341 582,243

期內虧損（未經審核） – – – – – – (6,494) (6,494) 98 (6,396)

其他全面收益（未經審核） – – – – – (322) – (322) – (32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未經審核） – – – – – (322) (6,494) (6,816) 98 (6,718)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 – (2,750) (2,75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12,176 257,073 (41,374) 2,374 46,798 (195) 183,234 560,086 12,689 572,775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資本

贖回儲備 其他儲備
外幣換算

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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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12,176 257,073 (41,374) 2,374 46,798 564 230,344 607,955 27,294 635,249

期內虧損（未經審核） – – – – – – (39,841) (39,841) (754) (40,595)

其他全面收益（未經審核） – – – – – (79) – (79) – (7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未經審核） – – – – – (79) (39,841) (39,920) (754) (40,67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12,176 257,073 (41,374) 2,374 46,798 485 190,503 568,035 26,540 594,575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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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41,177) (54,295)  

投資活動

有抵押存款（增加）╱減少 (11,000) 432
投資活動所產生其他現金流量 (8,289) (13,153)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9,289) (12,721)  

融資活動

新增銀行借款 279,851 20,000
償還銀行借款 (101,532) (30,000)
應付一名關連人士款項減少 (7,288) (4,943)
來自直接控股公司的貸款 5,565 –
融資活動所產生其他現金流量 (2,319) (3,661)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74,277 (18,60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3,811 (85,620)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60 (41)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8,624 208,762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2,495 123,143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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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
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青島黃島區濱海大道8399號。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作第一上市，而於新加
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主板之上市地位已由第一上市轉變為第二上市，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起
生效。

本公司之主要活動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之主要活動為生產及買賣食品，以及養殖及銷售禽畜及肉兔。

據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本公司直接控股公司為鼎希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而本公司最終控
股公司為Eternal Myriad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業務。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為本集團的功能貨
幣。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的個別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而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除生物資產乃按公平值列賬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謹請留意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運用之會計估計及假設。儘管該等估計乃由管理人員根據其對現時事件及
行動之最佳了解及判斷而作出，惟實際結果最終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出入。

3.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應用與二零二一年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相同的會計政策，惟其採納下列於二
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期間首次生效的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的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 
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的COVID-19相關租賃優惠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對概念框架的提述

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當前及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於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編製及呈列方式概無產生重大影響。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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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以下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的新訂╱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已經頒佈，但尚未生效，且未獲本集團提早採
納。本集團目前計劃於該等準則生效日期應用該等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負債的流動或非流動分類1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實務聲明第2號之修訂

會計政策的披露1

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會計估計的定義1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與單筆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相關的遞延稅項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2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尚未釐定可供採納的強制性生效日期

4. 判斷及估計之使用

於編製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不明朗因素的主要
來源乃與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5. 分部資料

本集團分四個主要業務分部經營：

－ 生產及銷售加工食品；

－ 生產及銷售冷藏及冷凍雞肉；

－ 生產及銷售冷藏及冷凍兔肉；及

－ 生產及銷售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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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向本公司執行董事所提供有關本集團可呈報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加工食品
冷藏及

冷凍雞肉
冷藏及

冷凍兔肉 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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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339,988 263,280 76,735 129,007 809,010     

可呈報分部溢利 32,084 (31,489) 1,164 11,468 13,228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339,988 263,280 76,735 129,007 809,010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加工食品
冷藏及

冷凍雞肉
冷藏及

冷凍兔肉 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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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347,497 158,540 103,895 113,362 723,294      

可呈報分部溢利 10,991 (12,144) 2,944 10,033 11,824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347,497 158,540 103,895 113,362 723,294      

可呈報分部溢利與本集團除稅前（虧損）╱溢利之對賬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溢利 13,228 11,824
其他收入 23,754 4,134
行政開支 (31,148) (34,965)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以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備淨額 (781) (805)
其他經營開支 (5,401) (14,257)
融資成本 (6,379) (6,838)  

除稅前虧損 (6,727) (4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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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益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的收益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貨品 809,010 723,294  

其他收入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541 612

政府補貼遞延收入攤銷 2,211 2,157
與收入有關的政府補貼 81 160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產生的收益減估計銷售成本之淨值 1,651 53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2,685 –
租金收入 4,064 –
其他 2,521 667  

23,754 4,134  

7. 經營所得虧損

本集團經營所得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677,029 580,59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0,710 31,758
使用權資產折舊 3,219 4,387
投資物業折舊 4,518 8,379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撥備 781 80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87,642 90,809
減：退休計劃供款 (4,655) (4,495)  

總員工成本 82,987 86,314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022) 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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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的利息費用 5,185 5,825
其他借款的利息費用 455 153
租賃負債的利息費用 1,148 1,150
減：資本化金額 (409) (290)  

6,379 6,838  

9.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遞延稅項抵免 331 312  

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概無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
得稅計提撥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現行中國所得稅法規、慣例及有關詮釋按適用於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就作法定呈報用途的
收入計提撥備，並對就所得稅而言並非應課稅或可扣稅之收入及開支項目作出調整。

青島康大食品有限公司（「康大食品」）及山東凱加食品有限公司（「凱加食品」）均於中國成立及經營，須繳納中國企
業所得稅。根據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康大食品及凱加食品從農產品、禽類及主要食品加工業務所得溢利可豁免
中國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二一年同期，康大食品的應課稅溢利（除農產品、禽
類及主要食品加工業務所產生的溢利外）則須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根據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的企業符合資格享有若干稅務優惠，包括就該業務產
生的溢利享有全面企業所得稅豁免。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包括飼養及銷售牲畜）的青島康大養殖有限公司、青島
康大兔業發展有限公司及高密凱加養殖有限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二一年同期享有
全面企業所得稅豁免。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本公司並未計提稅項撥備（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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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會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11.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6,494,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人民幣
39,841,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432,948,000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32,948,000
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二一年同期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有關期間
的每股攤薄盈利。

12.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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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貿易款項 198,126 108,563
應收票據 – 14,150
減：減值撥備 (3,340) (2,559)  

194,786 120,154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為免息，一般期限為30至90日，並以原發票額（即初步確認時的公平值）予以確認。

於報告日期根據發票日期計算的應收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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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 112,309 78,875
31至60日 33,093 25,770
61至90日 4,351 6,803
90日以上 45,033 8,706  

194,786 120,154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會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及為客戶設定信貸限額。客戶的信貸限額每年審閱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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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應付貿易款項為免息且一般於60日期限支付。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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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貿易款項 111,600 169,642
應付票據 40,000 58,000  

151,600 227,642  

於報告日期的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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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內 98,302 117,718
61至90日 20,854 44,700
91至120日 14,046 15,881
120日以上 18,398 49,343  

151,600 227,642  

14. 計息銀行借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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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息銀行借款
分類為流動負債 181,623 101,104  

分類為非流動負債 117,200 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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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計息銀行借款（續）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須償還的計息借款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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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之銀行定期貸款部分 181,623 101,104
須於第二年內償還之銀行定期貸款部分 117,200 400
須於第三至第五年內償還之銀行定期貸款部分 – 19,000  

298,823 120,50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計息銀行借款中約人民幣298.8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0.5百萬
元）以本集團若干短期已抵押存款、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本集團若干關連人士及一間前附屬公司的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作為抵押，並由本集團若干關連人士及一間前附屬公司擔保。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乃按2.52%至4.75%（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6%至4.75%）
的年利率計息。

15. 關連人士交易

(a) 除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的交易及結餘外，以下為與關連人士進行的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關連人士作出銷售 (i) 2,133 2,063
已支付予關連人士之租金開支 (ii) – 362
關連人士就授予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作出的擔保 (iii) 585,660 400,000  

(b)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的短期僱員福利 6,057 6,067  

附註：

(i) 向關連人士作出銷售為向關連人士（高思詩先生作為本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董事擁有實益權益）作出的銷售。該
等銷售乃經參照本集團與該等關連人士磋商的條款後在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

(ii) 向關連人士（高思詩先生作為本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董事擁有實益權益）支付的租金開支乃根據租賃協議的條款
進行。

(iii) 本集團之銀行借款由關連人士（高思詩先生作為本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董事擁有實益權益）擔保。


	封面
	目錄
	公司簡介
	公司資料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其他資料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