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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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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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1175）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FRESH EXPRESS DELIVERY HOLDINGS GROUP CO., LTD
鮮馳達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鮮馳達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上個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1,333,161 59,696
已售存貨成本 (1,321,714) (58,301)  

毛利 11,447 1,395
其他收入 3 1
員工成本 (6,024) (3,646)
經營租賃租金 (618) (1,384)
折舊 (14,699) (12,172)
地租預付金攤銷 – (338)
其他經營開支 (3,094) (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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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業務虧損 (12,985) (21,010)
融資成本 (4,677) (1,075)  

除稅前虧損 5 (17,662) (22,085)
所得稅 6 611 –  

期內虧損 (17,051) (2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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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 1,646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8,268) (20,439)  

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7,051) (22,085)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8,268) (20,439)  

每股虧損 7
基本（每股人民幣分） (1.04) (1.34)  

攤薄（每股人民幣分） (1.0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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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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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31,919 644,585
為取得權益投資支付定金 23,000 23,000
使用權資產 28,419 –
地租預付金 – 22,492
遞延稅項資產 3,304 2,693  

686,642 692,770  

流動資產
存貨 1,877 3,206
應收賬款 10 178 1,324
地租預付金 – 67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04,244 97,888
銀行及現金結餘 9,847 2,078  

116,146 105,17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10,060 1,70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9,490 5,331
合約負債 8,965 5,014
租賃負債 2,277 –
借貸 13 88,808 87,200  

119,600 99,249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3,454) 5,92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83,188 698,693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763 –  

資產淨額 680,425 698,69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3,869 13,869
儲備 666,556 684,824  

權益總額 680,425 69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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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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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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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下文所述
者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租賃於租賃資產可供本集團使用時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相應租賃負債。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累
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使用權資產折舊乃按資產可使用年期與租賃期兩者中之較短者以直線
法按撇銷其成本的利率計算。土地使用權及樓宇的主要年利率適用於未屆滿租賃期。

使用權資產乃按成本（包括初始計量租賃負債金額、預付租賃款項、初始直接成本及恢復成本）計
量。租賃負債包括按租賃中隱含的利率（如可釐定）或本集團的遞增借貸利率折現的租賃款項現值
淨額。各租賃款項於負債與融資成本之間作出分配。融資成本於租賃期內在損益內扣除，以計算
租賃負債餘下結餘的固定期間利率。

與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相關的付款於租賃期內以直線法在損益內確認為開支。短期租賃
乃初始租賃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低價值資產為價值低於5,000美元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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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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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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所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追溯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但誠如該準則的特定過渡條
文所允許，並未重列二零一九年報告期間的比較數字。因此，新訂租賃規定產生的重新分類及調
整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期初財務狀況表中確認。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的原則分類為「經
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餘下租賃款項的現值計量，並使用承租人截至二零一
九年四月一日的遞增借貸利率進行折現。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租賃負債適用的承租人加權平
均遞增借貸利率為6.87%。

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以下該準則允許的實際權宜方法：

– 對具有相似特徵的租賃組合使用單一折現率；

– 依賴先前關於租賃是否繁重的評估；

– 於初始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不計入初始直接成本；及

– 倘合約包含延長或終止租賃的選擇權，使用事後方式釐定租賃期。

本集團亦已選擇不重新評估在初始應用日期合約是否為或包含租賃。相反，就於過渡日期前訂立
的合約而言，本集團依賴其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作出的評估。

作為承租人，本集團的租賃主要為辦公室租賃。使用權資產按相等於租賃負債的金額計量，並且
概無任何繁重租賃合約需要在初始應用日期對使用權資產進行調整。



– 6 –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之影響如下：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人民幣千元

使用權資產增加 29,573

地租預付金減少 23,168

租賃負債增加 6,405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經營租賃承擔與租賃負債的對賬如下：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承擔 6,961

減：
與餘下租賃期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到期及 

低價值資產之租賃有關的承擔 (6)

折現 (550)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租賃負債 6,405 

分析如下：
即期 3,351

非即期 3,054 

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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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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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報為銷售方便食品。

方便食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1,333,161 59,696  



– 7 –

客戶合約收益之分拆：

方便食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地區市場

中國 1,333,161 59,696  

主要產品

冷凍食品 1,333,161 59,696  

確認收益時間

在某個時間點 1,333,161 59,696  

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3) (1)

已售存貨成本 1,321,714 58,301

地租預付金攤銷 – 338

折舊 14,699 12,172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下之最低租賃款項 618 1,384

董事酬金 299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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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期內撥備 – –

遞延稅項 (611) –  

(611) –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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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按25%的法定所
得稅率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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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六個月期間虧損約人民幣17,051,000

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人民幣22,085,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1,646,287,188股（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46,287,188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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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8.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

9. 物業、機器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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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元（二零一
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幣5,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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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在不可能悉數追收時按其原有
發票金額減減值撥備確認及列賬。壞賬則於產生時撇銷。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之應收
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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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1,324  

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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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85 52,437

按金 3,098 2,441

其他應收款項 24,461 43,010  

104,244 97,888  

12.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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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0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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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借貸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貸款 52,400 53,000

其他借貸 36,408 34,200  

按要求或於一年內 88,808 87,200  

應償還的借貸如下：
按要求或於一年內 88,808 87,200  

於報告期末的實際年利率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固定利率 6.87% – 12% 6.87% – 12%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以來自關聯公司的公司擔保及董事個人擔保作抵押。其他借貸以於附屬公司
傑創有限公司的100%的股權、股東擔保及董事個人擔保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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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本公司股本之概要如下：

股份數目 金額

人民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19,800,000,000 157,061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優先股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200,000,000 1,586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1,646,287,188 1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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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中國從事冷鏈食品集成分銷業務。今年度本集團之策略為專注於發展中小
型客戶，本年度銷售收入全部來自於來自中小型客戶。本集團有效佈署冷鏈物流設施
及銷售網絡，市場份額迅速增加。同時致力於積極開拓更多市場以及發展更多品類，
並專注於網絡電子商務平台的線上銷售，網絡銷售收入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今年上半財政年度，銷售總收入突破13億元，集團之南京、鄭州、深圳、成都等地的
分支機構均穩定營運中，青島，天津，北京成為新的增長突破點，月度銷售額持續增
長，管理層有信心於本財政年度內取得更大市場份額，成為冷凍食品行業領軍綜合服
務商。

業績及分派

收益

本集團收益約為人民幣1,333,2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
幣59,7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大幅增加約2133.2%。本集團
於本期間之收益增加乃由於目標市場的迅速擴張及品牌的設立。期內，本集團八大主
要銷售區域業務迅速增長且銷售網絡得以加強，令於市場所佔市場份額有所增加。

毛利

本集團毛利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1,400,000元增加至截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11,400,000元。本期間毛利率由2.3%減少
至0.9%，乃由於本集團預期透過低毛利率盡快開拓市場以提高市場份額，而導致毛利
率下降。

員工成本

本集團之員工成本約為人民幣6,0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人民幣3,6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大幅增加約66.7%。由於
銷售區域增加，各個區域所需人力資源增加，導致員工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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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

折舊費用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12,200,000元增加至截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14,7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增加約20.5%，乃由於使用權資產折舊。

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約為人民幣
17,0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人民幣22,100,000元）。每
股基本虧損約為人民幣1.04分，而前一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約人民幣1.34分。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減少乃主要由於其銷售增長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人民幣9,800,000元（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100,000元）。根據本集團總負債約人民幣122,400,000元（二零一
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99,200,000元）相對於總權益約人民幣680,400,000元（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698,700,000元）計算之本集團債務權益比率為0.18（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0.14）。

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70名（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59名）全職僱
員，其中大部分就職於本公司於中國之附屬公司。本集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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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質押附屬公司傑創有限公司100%的股權作為本
集團借貸的抵押品。

資本及其他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資本承擔（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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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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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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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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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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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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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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可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最新上市公
司公告」一欄及本公司網站www.freshexpressdelivery.com瀏覽。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於
上述網站刊發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中期報告。

承董事會命
鮮馳達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
潘俊峰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潘俊峰先生、湯大從先生、周愛傑先生及譚
汝成先生；非執行董事聞俊銘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海明博士、麥家榮先生及
宋泳森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