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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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9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大成食品（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會計師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增減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收入（人民幣千元） 3,705,849 3,380,398 9.6

毛利（人民幣千元） 392,482 339,034 15.8

毛利率 (%) 10.6 10.0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13,210 8,505 55.3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013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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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會計師審核
（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經營收入 3 3,705,849 3,380,398
銷售成本 (3,313,367) (3,041,364)

  

毛利 392,482 339,034
生物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動減銷售成本 – (3,920)
其他經營收入 4 8,204 4,227
其他淨（損失）╱收益 4 (5,582) 21,065
分銷成本 (179,741) (183,516)
行政開支 (139,215) (148,140)

  

經營溢利 76,148 28,750
財務開支 5(a) (23,734) (15,163)
應佔權益入賬參股公司（虧損）╱溢利 (2,319) 16,361

  

除稅前溢利 5 50,095 29,948
所得稅 6 (12,882) (8,515)

  

期內溢利 37,213 21,433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13,210 8,505
非控股權益 24,003 12,928

  

期內溢利 37,213 21,433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元） 7 0.013 0.008

  

 －攤薄（人民幣元） 7 0.013 0.008
  



3

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會計師審核
（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期內溢利 37,213 21,433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12,505 (10,19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9,718 11,236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26,346 (2,366)

非控股權益 23,372 13,60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9,718 1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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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44,077 1,354,682
 －預付租賃款項 187,433 190,468
於權益入賬參股公司的權益 76,104 78,457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1,948 1,948
遞延稅項資產 27,976 27,872
長期可收回稅項 10 84,924 84,924
使用權資產 50,189 –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748 15,666

  

1,785,399 1,754,017
  

流動資產
存貨 794,254 847,131
生物資產 130,484 129,115
應收貿易賬款 9 279,874 307,205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0 502,127 456,84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1,546 408,721

  

2,068,285 2,149,02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410,288 493,192
其他應付款項 12 411,269 432,564
合約負債 – 8,052
撥備 512 1,099
計息借款 459,124 272,216
應付所得稅 4,759 4,526

  

1,285,952 1,211,649
  

流動資產淨值 782,333 937,37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567,732 2,69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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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643,066 863,043
租賃負債 50,990 –
遞延稅項負債 2,101 497

  

696,157 863,540
  

資產淨值 1,871,575 1,827,84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7,920 97,920
儲備 908,741 895,654
保留溢利 510,010 496,800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值 1,516,671 1,490,374
非控股權益 354,904 337,475

  

權益總值 1,871,575 1,827,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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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除另有列明外，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1 呈列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亦遵守國際會計準則委
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並獲授權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六日刊發。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二零一八年年度財務報表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於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
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此等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於附註 2。

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編製的中期財務報告須經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此等判斷、估計和假設會影
響政策應用和按目前情況為基準所呈報的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金額。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此等估計。

2 會計政策變動

(i) 概況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多項修訂，該等修訂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現有會計期間首
次生效。其中，下列變動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有關：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3號，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9號（修訂本），計劃修訂、縮減或清償

• 國際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影響本集團作為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過去分類為經營租賃）承租人身份的
會計處理方法。本集團選擇就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使用經修訂的追溯法， 並不會重列比較資料。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租賃負債及相應的使用權資產之期初餘額（經考慮折現的影響）均予以調整至人民幣
52,347千元。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現有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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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收入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不同分支，即不同業務線管理其業務。本集團呈報下列三個報告分部，各報告分部概無由合併的經營
分部組成。

雞肉品： 雞肉品分部業務包括肉雞飼養、肉雞蛋孵化、契約飼養、以「大成」和「姐妹廚房」
品牌銷售之冰鮮及冷鮮雞肉加工及營銷業務。

禽畜飼料： 禽畜飼料分部包括以「補克博士」、「大成」及「SOS」品牌生產及分銷豬隻、產蛋
雞、肉雞、鴨及種禽的完全飼料、基礎混合飼料及預混合飼料。

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分部包括生產及分銷滷製、預炸及即食食品。

可予報告分部信息

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向行政總裁提供的有關本
集團可予報告分部之資料載於下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雞肉品 禽畜飼料 加工食品 合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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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經營收入 739,374 567,405 2,055,211 2,009,209  911,264 803,784  3,705,849 3,380,398 

分部間經營收入
 （於綜合帳目時抵清） 267,943 204,077  335,249 299,028 － － 603,192 503,105 

        

合計 1,007,317 771,482 2,390,460 2,308,237 911,264 803,784 4,309,041 3,883,503 
        

分部毛利 62,245 36,010 193,851 166,512 136,386 136,512 392,482 33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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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經營收入及其他淨（損失）╱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經營收入

利息收入 5,225 2,503

政府補助 1,666 1,355

租金收入 1,313 369
  

8,204 4,227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淨（損失）╱收益

固定資產減值撥回 – 8,358

外匯（虧損） (15,627) (253)

出售固定資產淨收益 7,217* 5,544*

其他 2,828 7,416
  

(5,582) 21,065
  

*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的出售固定資產淨收益中，人民幣 9,310,000元是來自於出售物業
的盈利（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9,744,000元）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而達至：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財務開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貸利息 （23,734） (1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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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3,183) (2,77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4,111) (74,207)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淨值 (5,237) (6,411) 

存貨撇銷撥回淨值 15,105 4,807
  

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 (11,504) (10,771) 

遞延稅項 (1,378) 2,256 
  

(12,882) (8,515)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ii)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 7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該
條例草案引入利得稅兩級制。該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獲簽署成為法律，並於翌日在憲報刊
登。利得稅兩級制適用於 2018年 4月 1日或之後開始的各課稅年度。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公司首港幣
200萬元盈利的稅率為 8.25%，而超過港幣 200萬元以上的盈利之稅率為 16.5%。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的有關期間，本集團合資格公司的香港利得稅已按照利得稅兩級
制計算。未符合利得稅兩級制之其他本集團公司的盈利繼續一律以稅率 16.5%計算（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6.5%）。

(iii)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律及法規，本集團旗下於中國內地成立的各間附屬公司須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按 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天
津大成前瞻生物科技研發有限公司（「天津大成前瞻」）則除外，乃由於其於二零一七年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資
格，故其須按 15%（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的優惠稅率繳納稅項。

(iv) 根據馬來西亞所得稅法律及法規，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於馬來西亞的附屬公
司須按稅率 24%繳納馬來西亞所得稅（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4%）。

(v) 根據同奈工業區管理局發出的日期為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的經修訂投資執照No. 1219/GPDC1-BKH-

KCN-DN，亞洲營養技術（越南）有限公司（「亞洲營養技術（越南）」）須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按 15%優惠稅率繳納越南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上述稅率減免並
不適用於其他收入（按 20%稅率繳稅）（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

(vi) 亞洲營養技術（河內）有限公司（「亞洲營養技術（河內）」）須自其營業首年起計首 15年內按 10%稅率繳納越南
企業所得稅，其後年度按 22%繳稅。然而，根據海陽省稅務局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發出的審查記
錄，亞洲營養技術（河內）自其首個獲利年度二零零五年起四年均可獲全數稅務豁免優惠，其後四年獲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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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半優惠。由於上述豁免及減半優惠之適用期已經屆滿，因此，亞洲營養技術（河內）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適用稅率為 10%（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上述稅率減免並
不適用於其他收入（按 20%稅率繳稅）（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

(vii) 亞洲營養技術（隆安）有限公司（「亞洲營養技術（隆安）」））必須自其營業首年起計首10年內按20%稅率繳納越
南企業所得稅，其後年度按 22%繳稅。然而，亞洲營養技術（隆安）自其首個獲利年度二零零八年起兩年均
可獲全數稅務豁免優惠，其後三年獲稅率減半優惠。由於上述豁免及減半優惠之適用期已經屆滿，因此，
亞洲營養技術（隆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適用稅率為 20%（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20%）。上述稅率減免並不適用於其他收入（按 20%稅率繳稅）（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20%）。

(viii) 根據平定省經濟區管理局發出的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經修訂投資執照No. 43/2010/ND-CP，亞
洲營養技術（平定）有限公司（「亞洲營養技術（平定）」）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須按 20%

稅率繳納越南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報告期間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 13,210千
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8,505千元）及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1,015,860,970股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15,489,5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
13,210千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8,505千元）及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的攤薄加權平均數
1,015,860,970股（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15,489,500股）計算。

8 固定資產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購買固定資產的成本為人民幣 79,749,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80,298,000元）。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出售固定資產項目的
賬目淨值為人民幣14,939,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1,361,000元），導致出售盈利人
民幣 7,217,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5,54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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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

其於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212,580 215,087
  

逾期 1至 180天 74,017 96,295

逾期 181至 365天 7,250 8,731

逾期超過 365天 21,046 18,028
  

逾期金額 102,313 123,054

減：呆賬撥備 (35,019) (30,936)
  

279,874 307,205
  

本集團一般允許其客戶有 30日－60日的信用期。

10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收回增值稅 405,649 416,279

按金及預付款 122,961 80,843

墊款予員工 7,278 11,281

其他 51,163 33,370
  

587,051 541,773

減：非流動可收回增值稅 84,924 84,924
  

502,127 45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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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248,849 298,783
  

逾期少於 30天 119,418 137,570

逾期 31至 60天 14,571 24,730

逾期 61至 90天 3,807 14,751

逾期超過 90天 23,643 17,358
  

逾期金額 161,439 194,409
  

410,288 493,192
  

12 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返利 115,887 138,253

薪金、工資、獎金及其他應付福利 77,362 104,426

應計費用 82,593 62,175

履約按金 38,837 45,256

購買固定資產應付款項 16,618 13,614

應付關聯人士款項 46,100 46,100

其他 33,872 22,740
  

411,269 432,564
  

13 股息

不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不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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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增減百分比

經營收入（人民幣千元） 3,705,849 3,380,398 9.6

毛利（人民幣千元） 392,482 339,034 15.8

毛利率 (%) 10.6 10.0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13,210 8,505 55.3

二零一九年前五個月，國內白羽肉雞市場延續了去年第四季的利好行情，雞雛、毛雞、雞肉行情
均高位運行。隨著上半年父母代種雞存欄量的逐步回升，持續八個月的雞雛供不應求的局面在六
月得到緩解，同時受制於電宰場、經銷商、食品加工廠雞肉高庫存的影響，六月雞雛與毛雞行情
較前五個月呈現大幅回落，雞肉行情亦震盪走低。本集團抓住上半年的有利行情，充分發揮一條
龍營運優勢，擴大與養殖戶合作，積極推動老舊雞舍改造為籠養雞舍。肉品事業毛利同比增加約
72.9%。

國內非洲豬瘟疫情仍在繼續，且由北方蔓延到南方，生豬存欄量持續減少，飼料產業面臨的形勢
更加嚴峻。應對豬料終端需求的驟減，國內飼料事業一方面積極開發禽料市場，另一面亦繼續推
動對現有產能的整合，以持續降低運營成本，不斷提升管理效率。國內飼料事業毛利同比增長約
7.2%。東南亞飼料事業上半年業績表現依然穩健，在銷量同比增長約 5.6%的同時，毛利亦實現了
20.4%的同比增長。

國內市場高漲的雞肉行情，推高了食品事業原料成本。本集團一方面積極開拓進口渠道，利用低
成本進口肉降低原料成本，另一方面主動調整產品結構，增加高毛利產品的銷售力度，使得在雞
肉行情同比上漲約 25%的情形下，該事業的毛利同比僅減少約 0.1%。

綜上，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各事業均取得了不錯的業績表現，集團整體毛利約人民幣 392,482

千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了約人民幣 53,448千元。然而，由於：

1、 本集團在天津投資的不動產項目在去年上半年取得分紅收益約人民幣 17,945千元，今年同期
無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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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集團決定將境外控股公司在過往年度匯入境內子公司的部分投資性資金轉為借款性質，
待境內子公司資金充裕時分批匯出，歸還境外銀行美元借款，以降低匯率風險、控制利息費
用。此項安排在上半年產生匯兌損失約人民幣 16,051千元，去年同期無此項損失；及

3、 上半年境內外借款利率同比均呈現不同程度上漲，本集團財務開支同比增加約人民幣 8,571千
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人民幣 13,210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人民幣 4,705千元。

受非洲豬瘟影響，下半年國內豬肉供應勢必出現短缺，這會給禽肉產業帶來難得的發展機會。本
集團將牢牢抓住此契機，一方面繼續推動內部組織重整與管理優化，另一方面也會積極擴大與養
殖場在種雞養殖和肉雞養殖方面的合作，在增強抗風險能力的同時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整體獲利
能力。

肉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增減百分比

經營收入（人民幣千元） 739,374 567,405 30.3

毛利（人民幣千元） 62,245 36,010 72.9

毛利率 (%) 8.4 6.3

肉品事業主要銷售「大成」和「姐妹廚房」品牌的冰鮮及冷凍雞肉、初加工的滑嫩雞肉，向速食店、
內外部食品加工廠及加工食品服務商供應雞肉，以及向契約農戶提供飼料和雞雛。生產區域覆蓋
東北、華北及華東，銷售網絡遍及全國。

自去年第三季以來，本集團陸續投入大量資金支持契約養殖戶將老舊平養地舍改造成籠養雞舍，
幫助養殖戶增加養殖規模、降低養殖費用、提升養殖績效。今年上半年，該事業放養量同比增長
約 5.1%，經營收入同比增長約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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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畜飼料（來自外部客戶）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增減百分比

經營收入（人民幣千元）
－中國 698,055 807,393 -13.5

－越南、馬來西亞 1,357,156 1,201,816 12.9
  

合計 2,055,211  2,009,209  2.3

毛利（人民幣千元）
－中國 54,017 50,375 7.2

－越南、馬來西亞 139,834 116,137 20.4
  

合計 193,851 166,512 16.4

毛利率 (%)

－中國 7.7 6.2 

－越南、馬來西亞 10.3 9.7
  

合計 9.4 8.3

飼料事業的經營收入主要來自對中國、越南及馬來西亞的外部客戶銷售豬料、肉雞及蛋雞飼料。
玉米及豆粕為飼料事業的主要原料，「補克博士」、「大成」及「SOS」為飼料事業的主要產品品牌，
生產與銷售區域覆蓋越南、馬來西亞，以及中國的東北、華北、華中和西南地區。

雖然受非洲豬瘟衝擊，國內飼料事業原有的豬場客戶存欄量急劇減少，嚴重影響了該事業的豬料
銷售，使得飼料銷量同比減少了 3.3%。但是，由於在大宗原料採購策略方面操作得當，以及前期
對不同工廠間的產能整合初見效益，國內飼料事業上半年毛利率同比增長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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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食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增減百分比

經營收入（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676,574 562,149 20.4

－出口 234,690 241,635 -2.9
  

合計 911,264 803,784 13.4

毛利（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109,540 108,112 1.3

－出口 26,846 28,400 -5.5
  

合計 136,386 136,512 -0.1

毛利率 (%)

－中國內地 16.2 19.2

－出口 11.4 11.8
  

合計 15.0 17.0
  

加工食品業務包括生產及分銷「姐妹廚房」品牌的調理食品以及滾揉醃製、鹵製、預炸、蒸煮、碳
烤類消費食品。本集團之加工食品除在中國市場銷售外，亦出口海外市場如日本等。加工食品事
業客戶群包括終端消費市場和專業市場的客戶，銷售通路主要為團膳、烘焙、休閒、外燴、國際
客戶、關鍵客戶及零售消費市場。銷售區域覆蓋日本、新加坡、香港、中國東北、華北、華東、
華南，以及西北和西南等少數內陸區域。

雖然受原料行情上漲的影響，上半年加工食品事業的毛利率同比下降約 2%，但國內加工食品事業
仍保持了穩定增長勢頭，經營收入同比增長約 20.4%。在國內原料肉行情高企的趨勢下，無論是
出口加工食品事業，還是國內加工食品事業，除了建立穩定的進口原料肉渠道外，本集團也致力
於積極改善生產管理、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費用，在確保產品品質的前提下提高獲利能力。
同時，本集團亦在持續加大加工食品研發資源的投入，通過建立研發優勢增強加工食品事業核心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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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1) 其他經營收入及其他淨損失╱（收益）

於二零一九年首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其他經營收入約為人民幣 8,204千元（二零一八年：約人
民幣 4,227千元）。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和政府補助。

於二零一九年首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其他淨損失約為人民幣 5,582千元（二零一八年淨收益：
約人民幣 21,065千元）。其他淨損失╱（收益）主要包括外匯虧損淨值、固定資產減值撥回以及
出售固定資產淨收益等營業外收支淨額。

2)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約為人民幣 361,546千元，較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約人民幣 47,175千元。本集團的計息借款减少約人民幣 33,069千
元至約人民幣1,102,190千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135,259千元）。計息借
款對權益的比率約為 58.9%（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62.1%）。流動比率約維持於 1.61

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77倍）的穩健水平。

3) 資本開支

於二零一九年首六個月，本集團耗資約人民幣 79,749千元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本集團資
本開支的主要資金來源為長期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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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匯率

本集團的業務交易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越南盾計值。於回顧期內，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約
0.17%，越南盾對美元貶值約 0.90%，該匯率變動對本集團的營運並無重大影響。

5) 利息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首六個月錄得利息開支約人民幣 23,734千元（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
15,163千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增加約 56.5%，利息開支的增加主要是由於銀行借款利率上
升。

6)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被抵押為銀行信貸擔保的資產。

7) 資本承擔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作出撥備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
68,963千元，而已授權但未訂約的資本開支則約為人民幣 43,925千元。

僱員薪酬及培訓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 10,370名僱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619名）。
本集團根據行業慣例、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及僱員的工作表現向僱員支付具競爭力的薪酬，以建立
一支由專業員工及管理層組成的團隊，滿足本集團發展需要。本集團十分重視僱員培訓及發展，
並視僱員為其核心。本集團為管理層員工及其他僱員提供多項培訓項目，以不斷提升彼等的工作
技能及行業知識。本集團執行此等計劃乃為提高員工的素質，同時為彼等提供最佳的個人職業發
展機會，本集團相信該等計劃對本集團及其僱員均有裨益。

本集團根據業界標準、本集團財務業績及僱員個人表現定期審閱薪酬及福利政策，以為僱員提供
公平且具競爭優勢的薪酬。本集團亦向留任的敬業僱員提供諸如保險、醫療福利及公積金等其他
附加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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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內，除下文所述之情況外，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守則」）：

根據守則條文第F.1.1條，公司秘書應是本公司的僱員，及對本公司的日常事務有所認識。 曹依萍
女士（「曹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公司秘書（「公司秘書」），自二零一六年八月八日起生效，彼現
任本公司法律顧問王鄧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本公司已指派一名高級管理層，本公司法律部門總
監馮玉俠女士作為曹女士的聯絡人。曹女士為香港執業律師及瞭解上市規則，就上市發行人的公
司秘書而言，彼之資格符合上市規則的規定。此外，聯絡人於有需要時將即時送交有關本集團表
現、財務狀況及其他主要發展及事務的資料予曹女士。在現時機制下，曹女士可即時掌握本集團
的發展而不會出現大幅延誤，而彼亦擁有專業知識及經驗，因此，董事會有信心曹女士擔任公司
秘書有利於本集團遵守相關董事會程序、適用法律、規則及法規。

董事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所規定標準之守則，以規範董事的證券交易。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具體查詢後，全體董
事均確認其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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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惟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屆滿之《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下稱「該
計劃」）之信託人於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根據「該計劃」之條文將本公司之 698,500股退還股份向市
場出售，並將出售價款港幣 288,285元（在扣除相關之手續費後）退回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4的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並訂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董事會授權
評估有關財務報表的事項，並就本公司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中期業績）及內部監控與風險管理系統提供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已經審閱本公司中期業
績，並對本公司採用的會計處理方法並無異議。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魏永篤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陳治先生及尉安寧先生，彼等均為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韓家宸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六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韓家宸先生（主席）及韓家寅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韓家宇先生、
韓家寰先生及趙天星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魏永篤先生、陳治先生及尉安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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