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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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RISTI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克莉絲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10）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摘要

• 收入減少約17.34%至約人民幣549百萬元（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664百萬
元）。

• 毛利減少約19.25%至約人民幣239百萬元（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296百萬
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減少約10.98%，虧損約人民幣207百萬元（二零一八
年：虧損約人民幣232百萬元）。

• 每股基本虧損達約人民幣20.5仙（二零一八年：每股基本虧損約人民幣23.0

仙）。

• 董事會不建議就二零一九年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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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莉絲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或「我們」）董事（「董事」）會（「董
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或「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由於本公告「審閱未經審核年度業績」一段所解釋的原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審核程序尚未完成。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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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收益 4 548,892 664,017

銷售成本 (309,941) (368,117)

毛利 238,951 295,900

其他收入、收益╱（虧損） 5 10,984 (48,673)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備淨額 6 (34,661) (2,540)

銷售及分銷開支 (342,083) (401,938)

行政開支 (70,633) (77,167)

經營虧損 (197,442) (234,418)

融資成本 7 (8,631) –

除稅前虧損 (206,073) (234,418)

所得稅（開支）╱抵免 8 (611) 2,24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206,684) (232,175)

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仙） 10 (20.5) (23.0)



3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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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8,135 369,27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71,226

使用權資產 224,377 –

無形資產 3,978 5,034

租金按金 8,800 10,111

購買非流動資產的按金 – 13,607

商譽 – –

595,290 469,251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2,147

存貨 27,380 26,49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30,980 59,70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890 22,720

受限制銀行存款 – 34,970

銀行及現金餘額 75,595 182,132

134,845 328,17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07,974 105,225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429 318

合約負債 353,918 385,755

銀行借款 35,950 –

租賃負債 68,024 –

應付稅項 1,609 1,644

應付股息 4,708 4,708

572,612 49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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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淨額 (437,767) (169,47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7,523 299,772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64,903 –

遞延收入 548 1,016

65,451 1,016

淨資產 92,072 298,75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 8

儲備 92,064 298,74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92,072 298,756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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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乃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一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二零
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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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設立之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烘焙
產品生產及銷售。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亦為本公司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

該等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該等未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亦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

章）之披露規定。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集團採納的主要會計政
策披露如下。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集團之當前會計期
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附註3提供首次應用該等與本集團有關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所
引致當前及過往會計期間的任何會計政策變動的資料，已反映於該等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一項新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及若
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均於本集團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外，其他修訂對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本集團已編製或呈列之業績
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未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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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香港（國際財務報
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經
營租賃－優惠」及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交易的內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就承租人引入單一會計模式，要求承租人就所有租賃確認使用權
資產及租賃負債，惟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出租人會計處理方法大致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相同。出租
人將繼續按照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類似的原則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因此，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作為出租人的租賃並無影響。出租人會計規定乃轉承自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其大致上維持不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亦引入其他定性及定量披露規定，以便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租賃
對實體財務狀況、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的影響。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選擇採用經修
訂追溯方法，因而將有關首次應用的累計影響確認為對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期初結餘的調整。
比較資料不予重列，並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予以呈報。

有關過往會計政策變動的性質和影響及所採用的過渡性選擇的進一步詳情載列如下：

(a) 租賃的新定義

租賃定義變動主要與控制權的概念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客戶是否在某
一時段內控制已識別資產的用途（其可由指定使用量釐定）而界定租賃。當客戶有權
指示已識別資產的用途以及從該用途中獲得絕大部分經濟利益時，即表示擁有控制權。

本集團僅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變更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有關租賃的新定義。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前訂立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採
用過渡性實際權宜方法，繼續沿用先前對現有安排是否屬租賃或包含租賃所作的評估。
因此，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評估為租賃的合約繼續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入賬列為租賃，而先前評估為非租賃服務安排的合約則繼續入賬列為尚待履行的
合約。

(b) 承租人會計處理方法及過渡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剔除先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要求承租人將租賃分類為經
營租賃或融資租賃的規定。取而代之，本集團作為承租人時須將所有租賃資本化，包
括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惟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
賃除外。

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已應用於首次應用日期相關集
團實體的增量借款利率。所採用的加權平均增量借款利率為5.72%。相關集團實體採
用的平均增量借款利率介乎5.70%至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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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當日應用以下確認豁免及可行權宜方法：

(i) 選擇不對剩餘租期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起計12個月內屆滿
（即租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屆滿）的租賃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6號有關確認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的規定；

(ii) 就類似經濟環境內相似類別相關資產並具類似剩餘租期的租賃組合應用單一貼
現率。具體而言，若干租賃物業的貼現率乃按組合基準釐定；

(iii) 根據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事實及情況於事後釐定本集團帶有續租選擇權的租賃的
租期；

(iv) 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撇除初始直接成本；及

(v) 運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作為減值檢討的替代方法，評估租賃是否屬虧損性。

為計量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之租賃交易的遞延稅項，本集團會首先
釐定稅項扣減是否歸因於使用權資產或租賃負債。

就稅項扣減歸因於租賃負債之租賃交易而言，本集團將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之
規定分別應用於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由於應用初步確認豁免，故與使用權資產及
租賃負債相關之暫時差額不會於初步確認時於租期內確認。

下表載列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租賃承擔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已
確認之租賃負債期初結餘的對賬：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租賃承擔 185,456

減：獲豁免資本化之租賃相關承擔：
–  剩餘租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 

之前屆滿的短期租賃及其他租賃 (18,786)

166,670

減：日後利息開支總額 (12,34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的租賃負債 154,328

其中：
流動租賃負債 67,785

非流動租賃負債 86,543

154,328



8

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相關使用權資產已按等同於就餘下租賃負債所確認的金
額確認，並按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的租賃相
關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款項金額作出調整。

已付可退回租賃按金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入賬，初步按公允價值計量。於初步確認時對公允價值的調整被視為額外租賃付款並
計入使用權資產成本。

下表概述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產生的
影響：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

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影響之未經審核
綜合財務狀況表項目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之賬面值 重新分類 租賃確認

於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之賬面值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使用權資產 – 73,373 174,025 247,39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i) 73,373 (73,373) – –

租金按金 (ii) 10,111 – (911) 9,20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iii) 59,708 – (21,141) 38,567

負債
租賃負債 – – 154,328 154,32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iv) 105,225 – (2,355) 102,870

附註：

(i)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自用物業的租賃
土地前期預付款項分類為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的流動部分及非流動部分分別為人民幣2,147,000元及人民幣
71,226,000元，已分類為使用權資產。

(ii) 已付可退回租金按金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入賬，並初步按公平值計量。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公平值調整人民幣911,000元已計入使用權資產。

(iii) 部分租賃的前期預付款項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類為預付款項。於應
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預付款項人民幣21,141,000元重新分類至使用權
資產。

(iv) 實際租金撥備先前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確認。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實際租金撥備人民幣
2,355,000元已重新分類至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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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客戶合約收益分拆

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本公司首席執行官會整體地審視本集團，且向主要
營運決策者呈報的內部報告僅包括按產品種類之收益分析，而不包括任何其他資源分配及
表現評估之酌情資料。因此，本集團並無呈列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下列主要產品線轉移貨物的時間點產生收益：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貨物類別
麵包及蛋糕 407,651 475,354

月餅 44,413 58,058

點心 72,210 80,309

其他 24,618 50,296

總計 548,892 664,017

收入確認時點
時間點 548,892 664,017

地區資料

本集團所有收益、除稅前虧損、資產及負債均源自或位於中國，因而並無呈列地區資料。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單一客戶貢獻本集團總收益
逾10%。

客戶合約之履約義務

本集團直接向客戶銷售烘焙產品。收入於履行履約義務（即當貨物已被客戶接受並進一步
檢查）時確認。

本集團向客戶發行及出售不可退款提貨券用於在固定未來期限內兌換本集團產品。考慮到
可變代價估計之約束，客戶未必行使其所有權利，而該等未獲行使的權利按照客戶已行使
權利所佔比例模式確認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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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收益╱（虧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利息收入 1,008 2,504

政府補助（附註） 9,870 6,577

解除與資產有關之政府補助 468 468

自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所得收益 – 61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534)

匯兌收益 120 2,493

出售廢料及其他材料之虧損 (271) (33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52,598)

無形資產減值之虧損 – (8,932)

租金收入 140 118

其他 (351) 947

10,984 (48,673)

附註：  從地方政府部門收到約人民幣9,870,000元的政府補助（二零一八年：人民幣6,577,000

元），用以鼓勵生產及提升技術。此項補貼是無條件的。

6.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備淨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確認的減值虧損：
－其他應收款項 – 2,540

－購買非流動資產的按金 11,741 –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22,920 –

34,661 2,540

7. 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借款利息開支 496 –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8,135 –

8,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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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抵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397 36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14 161

611 197

遞延稅項 – (2,440)

611 (2,243)

本公司及Christi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BVI) Co., Ltd.（「Christine BVI」）均於可豁免所得稅
之國家註冊。

由於本集團之收入並非產生自或源自香港，故並未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適用稅
率為25%。

根據中國相關稅法及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屬「非稅務居民企業」（未在中
國設立經營機構或場所；或在中國設有經營機構或場所，但相關收入與經營機構或場所並
無實際聯繫）的投資者就中國附屬公司賺取的溢利而所賺取及向其應收的利息或股息須繳
納預扣所得稅，惟以該等利息或股息源自中國為限。在此情況下，中國附屬公司支付予離岸
集團實體的利息或股息須按10%或更低協定稅率繳納預扣稅。因此，已根據中國附屬公司
將予支付的預期股息就預扣所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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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自報告期結束起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
息（二零一八年：無）。

10.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010,188,000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每股基本虧損一樣，由於期權行使價高於本公司平均市價。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3,867 14,994

減：減值虧損撥備 (394) (394)

13,473 14,600

其他應收款項 11,001 5,812

預付費用 6,741 3,310

零售門店之預付租賃款項 2,305 38,526

減：減值虧損撥備 (2,540) (2,540)

17,507 45,108

30,980 59,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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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為於各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款項（經扣除減值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30天 13,200 10,934

31天至60天 94 662

61天至90天 165 263

91天至180天 – 1,707

超過180天 14 1,034

13,473 14,600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的帳面值以人民幣計值。

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主要為應收百貨商店、超市及現金消費卡發行商之款項。

本集團大部分銷售以現金進行或由顧客預付款項。於自營零售門店直銷之本集團產品並無
信貸期。百貨商店及超市內之零售門店之銷售所得款項一般由百貨商店及超市在產品售出
後30至60天內收取並支付予本集團。來自現金消費卡之銷售所得款項由現金消費卡發行商
在產品售出後30天內收取並交付予本集團。

本集團將及時監控及審核百貨商店、超市及現金消費卡發行商之信用狀況。由於該等百貨
商店、超市及現金消費卡發行商聲譽良好且與本集團有長期合作關係，故本集團管理層認
為本集團並無面臨重大信貸風險。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結餘包括賬面總額約為人民幣179,000

元於報告日期已逾期的應收賬款。逾期結餘中，約人民幣14,000元已逾期90天或以上且並未
被認為違約，因本集團認為該等應收款項可被收回。本集團會考慮合理及有理據的定量及
定性資料，以制定更寬鬆的違約標準。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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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57,535 45,799

應計費用 10,053 10,110

應付工資及福利 8,966 14,737

其他稅項負債 4,916 13,836

其他應付款項 16,551 15,401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項 9,953 5,342

107,974 105,225

供應商一般給予本集團30至60天信貸期。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款項之
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45天 46,797 37,881

46至60天 6,460 2,380

61至90天 1,829 58

91至180天 456 635

超過180天 1,993 4,845

57,535 45,799

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的帳面值以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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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入及毛利按產品類
型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收入 毛利 收入 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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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經審核）

麵包及蛋糕 407,651 143,475 475,354 166,839

月餅 44,413 36,378 58,058 47,359

點心 72,210 44,301 80,309 45,977

其他 24,618 14,797 50,296 35,725

548,892 238,951 664,017 295,900

二零一九年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548,892,000元，較二零一八年收入約人民幣
664,017,000元減少約17.34%，主要因其二零一九年持續實行關閉績效不佳的租約
到期門店的策略，共關閉舊門店117家，期間雖也開設新店7家，門店總數仍從二零
一八年底的586家繼續減少至二零一九年底的476家，淨減少了110家門店，銷售點
的減少及新開店運營時間尚短影響了收入。

以地區別分析，上海地區仍是集團最主要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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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產品分類看，二零一九年主要產品麵包及蛋糕類營業額較二零一八年減少約人
民幣67,703,000元，減少14.24%，點心類銷售較二零一八年減少約人民幣8,099,000

元，減幅約10.09%。麵包、蛋糕與點心同屬日常例行性消費品，其銷售與地緣便
利相關，銷貨都會受零售店數量減少所影響。由於該等產品相近，減量百分比也
相仿。其他品類包含胚芽乳、果凍等產品，也受零售店數量減少而減銷，同時缺乏
行銷方案，較二零一八年銷售減少約人民幣25,678,000元，減幅為該等品類最高，
51.05%。二零一九年傳統月餅消費市場持續消退，月餅類收入較二零一八年減少
約人民幣13,645,000元，減幅為23.50%。

以支付工具分析，本集團的銷售額源於門店之現金（及銀行卡及第三方支付平
台）的銷售、禮券（及預付卡）的兌換，由於銷貨衰減，二零一九年度兩者均較前
一年度低。二零一九年現金（及銀行卡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渠道銷售額約人民幣
284,692,000元，佔總銷售額的51.87%，低於二零一八年的人民幣356,021,000元約
20.04%；二零一九年禮券（及預付卡）卡券兌換的銷售額百分比較二零一八年上升，
兌換產品銷售額約人民幣264,200,000元，佔總銷售額48.13%，低於二零一八年的人
民幣307,996,000元約14.22%。

毛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毛利約為人民幣238,951,000元，較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295,900,000元減少約19.25%，二零
一九年因銷貨量降低及產量未達損益兩平點，致年度毛利率約為43.53%，較截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4.56%微降。

其他收入、收益╱（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其他收入、收益╱（虧損）約為凈
收益人民幣10,984,000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凈虧損約人民
幣48,673,000元增加約人民幣59,657,000元，主要原因在於本集團並無進一步計提減
值虧損，而二零一八年本集團分別計提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52,598,000元，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人民幣8,932,000元。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備淨額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購買非流動資產按金及應收一
名關連公司（上海一品軒食品有限公司）款項分別計提約人民幣11,741,000元及人
民幣22,920,000元的減值虧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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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受關閉部份門店影響，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銷售及分銷開支
約為人民幣342,083,000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401,938,000元，減少約人民幣59,855,000元，其中因本集團持續降低營運及員工規
模同步縮編，且政府減緩調升勞動者最低工資幅度，因此，二零一九年度員工成本
較二零一八年下降約人民幣20,469,000元。二零一九年裝潢攤銷、折舊費用、門市
包裝材料費、廣告費及租賃費亦隨門市店數減少而下降，較二零一八年分別減少
約人民幣2,399,000元、人民幣4,444,000元、人民幣2,004,000元、人民幣531,000元及
人民幣21,841,000元。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70,633,000元，較截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77,167,000元，減少約人民幣6,534,000

元。管理費用大部分開支隨營運規模縮減而減少，員工成本減少約人民幣4,942,000

元，而無形資產攤銷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亦分別減少約人民幣1,554,000元及
人民幣781,000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計提了大量無形資產以及物業、
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所得稅（開支）╱抵免

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2,243,000元所得稅抵免記入損益，而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
611,000元所得稅於損益扣除。該變動主要係二零一八年按會計原則對遞延所得稅
負債轉回，致遞延稅項抵免記入損益，而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八年計提無形資產減
值虧損，故二零一九年無此遞延稅項記入損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由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發生淨虧損約為人民幣
206,684,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淨虧損約人民幣232,175,000

元，淨虧損減少約人民幣25,491,000元。二零一九年的淨利潤率則由二零一八年
的 -34.97%下降至 -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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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分析

存貨週轉天數

下表載列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度存貨週轉天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存貨週轉天數（附註） 32 29

附註： 存貨週轉天數乃按存貨期初及期末結餘之算術平均值除以有關年份之銷貨成本，再乘以
365天計算得出。

本集團存貨包括原材料及產成品，二零一九年底存貨金額高於二零一八年底，是
由於銷量較低，因此存貨週轉天數有所增加。

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

下表載列二零一九及二零一八年度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附註） 9 9

附註：  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乃按貿易應收款項期初及期末結餘之算術平均值除以有關年份之
銷售收入，再乘以365天計算得出。

貿易應收款項主要是因主營業務收入產生應收而未收回的款項，其週轉天數二零
一九年與二零一八年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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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之帳齡

下表載列所示日期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之帳齡分析：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帳齡
0至30天 13,200 10,934

31至60天 94 662

61至90天 165 263

91至180天 – 1,707

超過180天 14 1,034

13,473 14,600

本集團銷貨主要是以現金或客戶兌換券卡。在本集團獨立門店中消費，並無放帳
情形，但在設置於百貨公司或賣場的店中店，提供場地的出租方通常代收本集團
銷貨款項，於30至60天後支付本集團。

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

下表載列二零一九及二零一八年度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附註） 61 48

附註：  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乃按貿易應付款項期初及期末結餘之算術平均值除以有關年份之
銷售成本，再乘以365天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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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款項之帳齡

下表載列所示日期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帳齡
0至45天 46,797 37,881

46至60天 6,460 2,380

61至90天 1,829 58

91至180天 456 635

超過180天 1,993 4,845

57,535 45,799

本集團對供應商的貿易付款期限通常是30至60天。

合約負債

合約負債主要係對客戶收取的預付卡券價款，由於二零一九年預付卡券售出金額
較二零一八年少，致預付卡券餘額減少約人民幣31,837,000元。

未來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計劃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本公告日期尚無其他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
計劃。

財務及庫務政策

本集團在執行財務及庫務政策上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策略，考慮現金部分逐年下
降，近一年流動性不斷變化，為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狀況，除建議股東挹注運營資
金的可能外，我們亦持續與金融機構討論落實取得授信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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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未有任何重
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會未有對外重大投資議案。

股息政策

本集團因應近年來錄得運營虧損，同時考慮產業競爭風險，管理層將以剩餘資金
為其股息政策原則。儘先，本集團將旨在改善未來財務結構、充實運營資金及發展
產業鏈，在建立健全財務體質並取得業務擴展機會後，如尚有閒餘資金，將衡量妥
適的配股配息總額，建議股息發放比例，呈報董事會提出股息發放方案，經股東大
會同意（如需要）後發放全體股東。

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及現金餘額約人民幣75,595,000元，較截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2,132,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06,537,000元。

我們的銀行及現金餘額將用於我們的運營及資本支出。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比率為23.55%，較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65.94%的流動比率轉差。

負債

資本負債率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本負債率（按總負債除
以總資產計）分別約為87.39%與62.53%，主要因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收入下降、銀行借款增加及預付卡券銷售收入降低，減少了銀行及現金餘額，
致資產快速減少，提升了負債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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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借款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有銀行借款約人民幣35,950,000元，以
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作為抵押（二零一八年：無）。

銀行信用額度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有銀行信用額度人民幣43,740,000元（二
零一八年：人民幣260,000,000元）。

債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發行任何債券。

或有負債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無重大或有負債。

支付承諾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有關本集團零售門店的租賃承擔確認為租賃
負債。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來不可取消租約的最低合約金
額約人民幣185,456,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編入未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之取得物業、廠房及設備等固定資產的資本支出合約金額約人民幣5,775,000

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值約人民幣20,114,000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已
予抵押（二零一八年：無）。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有銀行貸款及資產抵押。權益總額為約
人民幣92,072,000元，較上年減幅約為69.32%。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公司之資本架構包括1,010,188,000股每股面值0.00001港元之普通股。

外匯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進行業務交易，資金存放地利率浮動幅度不大，境外資金亦
多以境外人民幣型態存放於境外銀行，管理層認為本集團營運所面臨之匯率及利
率風險並不重大。因此，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
金融工具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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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二零一八年度集團持續縮減產銷規模，同步縮編門店銷售人員，工廠人員亦隨之
減少，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員工總人數為3,306人（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45人），人員結構維持大部份為零售門店銷售人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內，本公司或任何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股息

因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有盈利，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股東週年大會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就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日期盡快
作出進一步公佈。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準則。經向全體董事（包括現任董事及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曾任董事之前任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
公司全體董事（包括現任董事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曾任董
事之前任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彼等已遵守標
準守則載列之規定準則。

審閱未經審核年度業績

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人員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了審核、
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項，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本公司已遵守所有相關會計準則及規定並已
作出充分披露。

由於COVID-19疫情的爆發干擾了進出中國的出行安排以及審核工作的進行，本公
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的審核程序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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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公告

審核程序完成後，本公司將就本公司核數師同意的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業績以及與於此所載的未經審核年度業績相比的重大差異（如有）
刊發進一步公告。此外，如有關審核程序或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因COVID-19疫情爆
發而有其他重要發展，本公司將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刊發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度報告

本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christine.com.cn)。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將於適
時寄送予本公司股東及刊登於上述網站。

本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資料的審核程序尚
未完成，因此，本公告所載未經審核業績尚未按上市規則第13.49(2)條的規定取得
本公司核數師同意，且可能會調整。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
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克莉絲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洪敦清

中國上海，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朱永寧先生、林銘田先生、詹益昇先生、江若嫻女士及
曾建利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洪敦清先生（主席）、卓啟明先生及石偉光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蘇莞文女士、徐純彬先生、江淮先生及陳明華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