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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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YURUN FOOD GROUP LIMITED
中 國 雨 潤 食 品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tock Code: 1068)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8）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中國雨潤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雨潤食品」）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
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
顧期」）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回顧期的中期財務報告雖未經審核，但已由本
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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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7,536,316 7,392,433
銷售成本 (7,092,161) (6,875,798)

毛利 444,155 516,635
其他淨收入╱（虧損） 4 11,369 (53,960)
分銷開支 (280,100) (260,854)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314,835) (323,947)

經營業務業績 (139,411) (122,126)

財務收入 1,082 4,180
財務開支 (252,288) (325,609)

財務開支淨額 5(a) (251,206) (321,429)

除所得稅前虧損 5 (390,617) (443,555)

所得稅開支 6 (14,118) (2,690)

期內虧損 (404,735) (446,245)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07,917) (448,104)
非控制性權益 3,182 1,859

期內虧損 (404,735) (446,245)

每股虧損

基本（港幣元） 7(a) (0.224) (0.246)

攤薄（港幣元） 7(b) (0.224) (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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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虧損 (404,735) (446,24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稅後及經重新分類調整）

其後可能重新歸類至損益的項目：
境外業務外幣換算差額 (139,655) (85,43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44,390) (531,684)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46,508) (532,949)

非控制性權益 2,118 1,26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44,390) (53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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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3,909,058 4,134,195
投資物業 196,627 202,468
預付租賃款項 1,275,021 1,353,200
非流動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98,567 837,888
遞延稅項資產 – 7,877

6,079,273 6,535,628

流動資產
存貨 759,951 1,037,256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024,028 1,849,079
可收回所得稅 2,191 2,507
受限制銀行存款 12,935 39,30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92,887 217,403

3,191,992 3,145,553

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6,475,577 5,899,841
租賃負債 2,914 2,89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4,503,510 4,315,974
應付所得稅 6,212 5,334

10,988,213 10,224,039

流動負債淨值 (7,796,221) (7,078,48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716,948) (542,858)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51,785 682,548
租賃負債 87,190 90,965
其他長期負債 4,927 –
遞延稅項負債 – 89

143,902 773,602

負債淨值 (1,860,850) (1,316,460)

權益
股本 182,276 182,276
儲備 (2,099,247) (1,552,73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916,971) (1,370,463)
非控制性權益 56,121 54,003

權益總額 (1,860,850) (1,31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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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 172,650 6,360

已付財務費用 (4,029) (6,728)

已付稅款 (5,136) (4,815)

經營活動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163,485 (5,183)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118,569) 21,434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99,176 (31,15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44,092 (14,902)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7,403 218,687

匯率波動對所持現金之影響 31,392 (1,900)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92,887 20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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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
披露條文編製，當中包括遵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的規定。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獲批准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需與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的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一九年年度
財務報表」）一并閱讀。除於附註2所述外，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二零一九年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淨虧損為港幣404,735,000元（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446,245,000元）及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
淨值為港幣7,796,221,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078,486,000元）。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及非流動銀行及其他借款分別為港幣6,475,577,000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899,841,000元）及港幣51,785,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682,548,000元），本集團現僅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港幣392,887,000元（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17,403,000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能滿
足就若干銀行借款共港幣4,996,982,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937,349,000元）
的借款契諾（有關銀行借款餘額於綜合財務報表上呈列為流動負債），其中包括面臨合共為
港幣2,127,801,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120,682,000元）尚未完結的訴訟。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本報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院已下令凍結本集
團的銀行存款為港幣12,935,000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1,951,000元）及賬面
值為港幣313,443,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48,384,000元）的若干物業，廠房
及設備。這些情況顯示，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可能存在重大的不確定性。

董事已採取以下措施以減輕流動性壓力及改善財務水平：

(i) 積極與銀行磋商以豁免可按要求償還條款及違反若干銀行承諾及限制性契諾的要求；

(ii) 積極與銀行商討，以便在需要時獲得額外的新融資及其他資金來源；及

(iii) 實施營運計劃以提高盈利能力及控制成本及產生足夠的經營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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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管理層準備的涵蓋自報告期完結日起十二個月的現金流預測及假設以上的措施有成效，
董事認為本集團具備足夠財務資源支持其營運及履行自報告期完結日起十二個月內到期的
財務責任。因此，本集團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屬恰當。本公司的審核
委員會對上述情況和持續經營基準並無分歧意見。

倘若本集團無法持續經營，本集團需將資產賬面價值調整至其可收回金額，及對未來可能
產生的任何負債作出撥備，並且將非流動資產和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和流
動負債。該等調整的影響並未反映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

2 會計政策變更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集團會計期間
開始生效。其中，以下的修訂適用於本集團。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 

之修訂
重大之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經修訂財務報告之概念框架

與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相關租金減免

採納上述新╱修訂的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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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a) 分部業績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提呈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
以供調配資源及評估分部業績之本集團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冷鮮肉及冷凍肉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深加工肉製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外收益 6,386,622 6,305,298 1,149,694 1,087,135 7,536,316 7,392,433

分部間收益 39,577 126,811 1,928 2,364 41,505 129,175

呈報分部收益總額 6,426,199 6,432,109 1,151,622 1,089,499 7,577,821 7,521,608

呈報分部業績 (237,146) (126,980) 106,889 15,757 (130,257) (111,223)

折舊及攤銷 (101,828) (132,708) (10,450) (24,304) (112,278) (157,012)

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虧損 (1,047) (2,997) (10,175) (708) (11,222) (3,705)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 

租賃款項的減值虧損 (37,112) – – – (37,112) –

政府補貼 1,268 2,050 1,976 5,488 3,244 7,538

所得稅開支 (9,902) (979) (4,216) (1,711) (14,118) (2,690)

本集團並無定期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呈報分部資產及負債。因此，呈報分部
資產及負債並未呈列於中期財務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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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呈報分部收益及虧損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呈報分部收益總額 7,577,821 7,521,608

分部間收益對銷 (41,505) (129,175)

綜合收益 7,536,316 7,392,433

虧損

呈報分部稅前業績 (130,257) (111,223)

分部間虧損對銷 (175) (3,315)

(130,432) (114,538)

財務開支淨額 (251,206) (321,429)

所得稅開支 (14,118) (2,690)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的費用 (8,979) (7,588)

期內綜合虧損 (404,735) (446,245)

4 其他淨收入╱（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政府補貼 3,244 23,156

訴訟虧損撥備（附註12(b)） (34,914) (91,48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的虧損 (1,927) (27,251)

租金收入 30,028 26,553

銷售廢料 623 980

其他 14,315 14,090

11,369 (5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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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a) 財務開支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利息 235,762 314,998

租賃負債的利息 3,712 669

減︰撥作在建物業資本化利息開支 (2,596) (3,068)

236,878 312,599

銀行費用 260 265

外匯虧損淨值 15,150 12,745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082) (4,180)

251,206 321,429

本集團的若干銀行信貸受限於履行契諾，如常見於與財務機構的借貸安排。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能滿足就若干銀行借款共港幣4,996,982,000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937,349,000元）貸款的契諾。這些銀行借款於報告期完結日
之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分類為流動負債。於報告期完結日，本集團正與銀行磋商重續貸
款。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後至本中期財務報告日，上述銀行借款未有重續。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中國境內若干銀行向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提出訴訟，並要
求即時償還港幣2,127,801,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120,682,000元）
的銀行借款或保證償還同等價值資產。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有關訴訟令本集團
賬面值港幣313,443,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48,384,000元）的若干物
業、廠房及設備及港幣12,935,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1,951,000元）
的銀行存款被中國法院凍結。本集團正與有關銀行商討解決有關訴訟。

(b) 人事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01,260 284,570

定額供款退休金計劃供款 3,852 23,779

305,112 30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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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存貨成本# 7,092,161 6,875,798

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虧損撥備 11,222 4,863

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虧損撥回 – (1,158)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的減值虧損 37,112 –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6,534 22,672

無形資產攤銷 – 1,811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95,744 132,529

# 存貨成本包括約港幣104,954,000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148,608,000元）的相關人事開支，該金額已包括於附註5(b)。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開支
即年 4,620 1,711

以前年度撥備不足 1,710 –

6,330 1,711

遞延稅項開支 7,788 979

所得稅開支總額 14,118 2,690

(a) 根據百慕達及英屬維京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於百慕達及英屬維京群島毋須繳納
任何所得稅。

(b)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須繳納香港利
得稅的應課稅利潤，故本集團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c)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法規，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屬下的中國公司須按稅率25%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惟所有從事農產品初加工
業務的企業均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除外。因此，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從屠宰業務所得利潤均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d) 根據中國稅法，於中國境外成立而實際管理機構位於中國境內的企業或會視作中國居
民企業就其全球收入按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本集團或會被認定為中國居民
企業，其全球收入須以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在若干情況下，中國居民企業
自另一中國居民企業收取的股息將獲豁免繳稅，惟不能保證本集團合資格獲得此項豁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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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港幣407,917,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448,104,000元）及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1,822,756,000股（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22,756,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所有潛在的普通股具有反攤薄作用，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每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對管理層認為若干很可能透過繼續使用收回的資產評估
其可收回金額，本集團根據使用價值評估每一個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該等計算使
用根據管理層批准的五年財務預測的現金流預測。

管理層根據過往業績及對市場發展的預期判定預測的毛利率及增長率。使用的折現率為稅
前及反映相關現金產生單位的特定風險後的折現率。除預測未來六個月冷鮮肉及冷凍肉分
部的毛利率更改為2%（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外，其他重要假設不變。超出五年
期間之現金流量以不超過現金產生單位所在行業的長期平均值的0%（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0%）的增長率推算。

冷鮮肉及冷凍肉分部的現金產生單位根據預測使用價值的可回收金額低於其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的賬面價值。有關該現金產生單位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撇減至
其可回收金額，港幣27,630,000 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及港幣9,482,000元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的減值虧損分別確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中。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對管理層就以上減值虧損的立
場及觀點並無分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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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發票日期呈報的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減值虧損）賬齡分析以及於報告期末的應收貿易賬款
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明細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 30日內 211,891 233,846

－ 31日至90日 126,646 109,248

－ 91日至180日 39,920 26,193

－ 180日以上 78,334 44,318

456,791 413,605

減：減值虧損 (40,832) (30,202)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減值虧損之淨值 415,959 383,403

應收票據 3,941 614

可抵扣增值稅 1,238,674 1,163,589

按金及預付款項 286,814 234,273

其他應收款項 78,640 67,200

2,024,028 1,849,079

所有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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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按發票日期呈報的應付貿易賬款（包括應付關聯方款項）賬齡分析以及於報告期末的應付貿
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的明細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30日內 227,416 422,429

－31日至90日 48,553 150,790

－91日至180日 115,674 14,466

－180日以上 130,464 25,776

應付貿易賬款總額 522,107 613,461

客戶按金 84,092 90,692

合約負債 219,556 327,142

應付薪金及福利 90,097 80,867

應付增值稅 5,818 3,313

應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款項 551,174 548,490

訴訟虧損撥備 165,306 132,954

應付利息 1,479,332 1,265,49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86,028 1,253,556

4,503,510 4,315,974

11 股息

董事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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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或有負債

(a) 除附註5(a)披露之若干銀行對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提出的訴訟，若干承建商就共約港
幣329,435,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28,458,000元）的建築費及逾期罰
款向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提出索償訴訟。根據本集團內部法律顧問的意見，董事估計
本集團可能需要承擔共約港幣206,513,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96,551,000元）（「預提金額」）以支付上述的建築費及逾期罰款，有關金額已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預提並記入「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根據若干訴訟的中國法院判決須要即時償還約港幣
140,371,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92,698,000元）的應付建築費及有關
的逾期罰款約港幣49,667,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0,725,000元）。有
關金額已包括在預提金額但於報告期末仍未結算。截至本中期報告日，尚餘合共約港
幣139,397,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85,034,000 元）的訴訟仍在進行中，
其中港幣16,475,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3,128,000元）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已包括在預提金額。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無
須為有關訴訟作進一步撥備。

(b)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若干地方政府認為本集團對相關地區的發展暫
緩而向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提出訴訟。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的綜合損益表的「其他淨收入╱虧損）」之「訴訟虧損撥備」記錄有關虧損為港幣
34,914,000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91,488,000元）。

除上述披露外，於報告期完結日，本集團沒有涉及其他重大的訴訟或訟裁。根據本集團之
管理層所知悉，本集團沒有其他重大未決或對本集團構成威脅的訴訟或索償。於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若干非重大訴訟的被告人及涉及若干因本集團的日常業務而引發
的訴訟。目前未能合理地確定有關或有負債、訴訟或法律過程的結果，但本集團的管理層
相信因以上所述案件而引起的任何可能之法律責任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業績有任
何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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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回顧期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無）。

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
行業回顧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國內外環境複雜多變，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嚴峻考驗，
全球經濟承受重大壓力。上半年中國經濟先降後升，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二零二
零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下降1.6%；居民消費價
格指數(CPI)同比上漲3.8%；核心CPI同比上漲1.2%，基本保持穩定。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餐飲業的打擊首當其衝。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最新數據顯
示，二零二零上半年，全國餐飲收入為人民幣14,609億元，同比下降32.8%。自二
月下旬以來，餐飲業達產率穩步提升；截至六月中旬，快餐和外賣相關行業的達
產率高於餐飲業整體約10個百分點，顯示餐飲行業收入持續改善。

回顧期內，受非洲豬瘟與新冠肺炎疫情叠加衝擊，生豬產業受到影響。二零二零
年上半年全國生豬出欄2.51億頭，同比大幅下降19.9%。全國豬肉產量1,998萬噸，
下降19.1%；全國平均豬肉價格上漲104.3%，漲幅比去年同期擴大96.6個百分點。

回顧期內，國家繼續推動屠宰行業轉型升級，積極推進各項措施包括：嚴格審批
新設立生豬屠宰企業，優先支持新建大型屠宰廠，深入整頓清理小型屠宰場點，
確保小型屠宰場點數量只減不增等。此外， 對於生豬復產，國家提供了許多政策
性支持，二零二零年中央一號文件和相關政府工作報告更是先後提及要恢復生豬
生產，確保二零二零年年底前生豬產能基本恢復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長遠來看，
行業監管和疫情有望加速行業產能集中於規模化企業。本集團將會持續發揮在資
源、戰略及品牌上的核心競爭力，把握挑戰中的機遇，推動業務平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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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雨潤食品集團有限公司（「雨潤食品」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回顧期內在面對各種不穩定的因素下，管理層採取了更為審慎的策略，在動盪的
市場環境下仍然堅持信念，為消費者提供優質的肉製品。

業務回顧

春節以來，生豬受產能持續增長和疫情導致消費恢復較慢的影響，豬肉批發市場
價格持續下跌至今年五月份。六月份以來，餐飲業恢復經營，工廠復工，學校復
課，受消費拉動影響，豬肉消費明顯增加，價格開始反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和
反覆，對國內餐飲和居民消費以及飼料、養殖行業有所衝擊，消費者對豬肉產品
的安全更趨謹慎，作為行業龍頭企業之一，本集團在這段時間加強疫情防範，保
證產品安全，務求為消費者帶來安全放心的產品。

產品質量和研發

雨潤食品作為行業的領導者之一，旗下擁有多款受市場愛戴的產品，除了「雨潤
Yurun」，「旺潤」及「哈肉聯」三個馳名商標外，同時還擁有中華老字號品牌「大眾
肉聯」。

雨潤食品於二零二零年四月「2020（ 第二十八屆）中國市場商品銷售統計結果新聞
發佈會」以優異表現再度榮列「低溫肉製品」、「冷鮮肉」同類產品市場銷售第一，
這也是雨潤牌低溫肉製品連續二十餘年及雨潤牌冷鮮肉連續多年獲此殊榮。榮耀
的再次加冕，不僅體現了雨潤食品的優質可靠，更證明了市場對雨潤品牌的高度
信任和認可。

本集團將繼續於保證產品高質量的同時，著力於研發深受市場喜愛的新產品，進
一步提升市場競爭力，維持業內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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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

冷鮮肉和低溫肉製品作為本集團附加值較高的產品，在回顧期內依然是推動整體
業務發展的中堅力量。回顧期內，本集團冷鮮肉銷售額為港幣56.42億元（二零
一九年上半年：港幣54.50億元），較去年增加3.5%，佔抵銷內部銷售前本集團總
收益約75%（二零一九年上半年：72%），佔上游屠宰業務收益約88%（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85%）；低溫肉製品的收益為港幣9.43億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港幣9.68

億元），較去年減少2.6%，佔抵銷內部銷售前本集團收益約12%（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13%），佔下游深加工肉製品業務收益約82%（二零一九年上半年：89%）。

生產設施及生產能力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上游屠宰及下游深加工肉製品業務的年產能
分別約為5,265萬頭及31.2萬噸，與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產能相同。

財務回顧

本集團在回顧期內錄得收益港幣75.36億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73.92億元增加1.9%。
回顧期內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港幣4.08億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港幣4.48億元），
較去年同期減虧約9.0%。主營業務所產生的虧損（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扣除政府
補貼、出售非流動資產的損益、外匯收益╱虧損淨額、非流動資產減值虧損及訴
訟虧損撥備等一次性的虧損）為港幣3.22億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港幣3.40億元），
較去年同期減虧約5.2%。每股攤薄後虧損為港幣0.224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港幣0.246元）。

董事會及管理層在衡量本集團業務發展、表現或狀況時主要以下列主要表現指標
作判斷。

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虧損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國際
會計準則第36號」）的要求，評估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在過程中考慮到中國以至
全球經濟從二零一九年開始持續下滑，加上非洲豬瘟及新冠肺炎疫情對整體行業
的影響，令回顧期內的上游屠宰業務比之前預測有所落後，預期這些因素會持續
對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的業務產生難以預測的影響。由於這些外圍因素，董
事會在評估每一個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時，更新了二零二零年下半年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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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業務現金流預測所使用的假設。據此，本集團於回顧期內計提了約港幣3,700

萬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無）的減值虧損。此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虧損實為會計上
的虧損及非現金項目，並不會對本集團經營活動之現金流構成影響。

收益

冷鮮肉及冷凍肉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生豬平均採購價格比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上漲約144%，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個別的生產基地在第一季度時需要停工，加上豬價高企抑制豬肉
消費，且生豬存欄量下滑致原料生豬收購困難，令屠宰量比去年同期減少約61.8%

至約145萬頭。

豬肉價格的大幅增長抵銷屠宰量下跌的影響，上游業務的整體銷售收入（抵銷內
部銷售前）比去年同期僅輕微減少0.1%至港幣64.26億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港幣
64.32億元）。其中，冷鮮肉佔本集團總收益（抵銷內部銷售前）及上游總收益的比
例分別約為75%（二零一九年上半年：72%）及約88%（二零一九年上半年：85%），
達到港幣56.42億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港幣54.50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5%。
冷凍肉佔上游業務總收益約12%（二零一九年上半年：15%），銷售額為港幣7.84億
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港幣9.82億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20.1%。

深加工肉製品

回顧期內，本集團深加工肉製品銷售額（抵銷內部銷售前）為港幣11.52億元（二零
一九年上半年：港幣10.8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7%。

其中，低溫肉製品的收益為港幣9.43億元，較去年的港幣9.68億元減少2.6%，佔深
加工業務收益約82%（二零一九年上半年：89%），繼續成為深加工業務的主要收
入來源。高溫肉製品的收益為港幣2.09億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港幣1.21億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72.1%，佔深加工業務收益約18%（二零一九上半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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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受非洲豬瘟疫情與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加上豬肉價格飊高，消費者對豬肉的需
求減少，市場空間壓縮致屠宰利潤收縮。本集團總體毛利從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
港幣5.17億元減少14.0%至回顧期內的港幣4.44億元；整體毛利率則較去年同期的
7.0%下降1.1個百分點至5.9%。

在上游業務方面，冷鮮肉和冷凍肉的毛利率分別為2.2%和-4.5%（二零一九年上半
年：分別為4.9%及4.9%）。上游的整體毛利率為1.4%，比去年同期的4.9%下降3.5

個百分點。

在下游深加工肉製品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反而增加其需求令單位售價增加，
從而帶動下游深加工肉製品的毛利有良好的表現。低溫肉製品毛利率為29.7%，
較去年同期的18.1%增加11.6個百分點；高溫肉製品的毛利率從去年同期的22.6%

大幅上升13.3個百分點至35.9%。下游整體毛利率為30.9%，較去年同期的18.6%增
加12.3個百分點。

其他淨收入╱（虧損）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其他淨收入為港幣1,100萬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其他淨
虧損港幣5,400萬元）。回顧期內其他淨收入主要為租金收入扣減訴訟虧損撥備（詳
情請參閱「或有負債」一節）、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之虧損等非
經常性虧損之淨額。金額由去年同期之港幣5,400萬元的其他淨虧損變動至港幣1,100

萬元的其他淨收入的主要原因為在回顧期間大幅減少訴訟虧損撥備。

經營費用

經營費用包括分銷開支和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經營費用為港
幣5.95億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5.85億元增加1.7%，當中包括計提約港幣3,700萬
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無）的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虧損。扣除減值虧損後的經營費
用為港幣5.58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6%, 佔本集團收益7.4%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7.9%）。增加的主要原因為回顧期內計提約港幣3,700萬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無）
的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虧損，但運輸成本因銷量下降而減少從而抵銷計提非流動資
產的減值虧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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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務業績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經營業務虧損為港幣1.39億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港幣1.22

億元），較去年上升14.2%。

財務開支淨額

本集團回顧期內的財務開支淨額為港幣2.51億元，較去年同期約港幣3.21億元大幅
減少21.8%。財務開支淨額比去年下跌的主要原因為部分銀行借款在去年同期內
觸及違約條款而在當時一次性計提以往年度違約利息所致。

所得稅

回顧期內的所得稅開支為約港幣1,400萬元，較去年同期約港幣300萬元增加港幣
1,100萬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綜合以上因素，於回顧期內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港幣4.08億元（二零
一九年上半年：港幣4.48億元），較去年同期減虧9.0%。主營業務所產生的虧損（股
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扣除政府補貼、出售非流動資產的損益、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非流動資產減值虧損及訴訟虧損撥備等一次性的虧損）為港幣3.22億元（二零一九
年上半年：港幣3.40億元），較去年同期減虧約5.2%。

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結餘加上受限制銀行存款合共港幣4.06

億元，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港幣2.57億元增加約港幣1.49億元。其中以
人民幣計價的金額為約96%（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及以美元計價的
為約4%（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餘下的金額以其他貨幣計價。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款為港幣65.27億元，較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港幣65.82億元減少港幣5,500萬元，其中港幣64.76

億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9.00億元）之銀行及其他借款於一年內到
期。

所有的借款均以人民幣計價，與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致。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定息債務比率為80.5%（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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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回顧期內的現金淨流入主要為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及關聯方貸款所
得之淨款項。

在回顧期內，資本開支為港幣1.20億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港幣3,000萬元）用以
支付已動工的在建工程。

違反貸款協議

本集團的若干銀行信貸受限於履行契諾，此等契諾常見於向財務機構之借貸安排。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能滿足就若干銀行借款共港幣49.97億元（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9.37億元）的契諾。有關銀行借款於綜合財務狀
況表中分類為流動負債。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後至本公告日，上述銀行借款
未有重續。

本集團就以上情況一直積極與各銀行緊密溝通，商討重續到期的銀行貸款，在溝
通過程中，本集團瞭解銀行方面不會對本集團採取極端的措施，各方也希望本集
團能保持正常運營，因此董事會相信因上述情況而導致需即時還款的機會不高，
對本集團的業務運作並不構成重大的影響。

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總資產為港幣92.71億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96.81億元），比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了港幣4.10億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總負債為港幣111.32億元，比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增加了約港幣1.34億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為港幣39.09億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1.34億元），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5.4%。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預付租賃款項為港幣12.75億元（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3.53億元），此乃本集團之土地使用權成本，按相關使用
年期內以直線法攤銷。

本集團之非流動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主要為購入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預付款項及可抵扣增值稅的非流動部分。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分別為
港幣9,200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08億元）及港幣6.07億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30億元）。購入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預付款項並未開始計提折舊或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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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雖然在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處於淨負債的狀態，但本集團尚有約港幣
60.79億元的非流動資產，以支持本集團的日常生產及營運，有關狀況未有嚴重損
害本集團繼續經營業務的能力。董事認為在經濟環境有所好轉，加上管理層繼續
積極改善經營利潤及減低借款壓力的努力下，有信心本集團將會從淨負債回到淨
資產的狀態。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淨虧損為港幣4.05億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港幣4.46億
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額為港幣77.96億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0.78億元）。銀行及其他借款為港幣65.27億元（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5.82億元），其中港幣64.76億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59.00億元）將於該日起十二個月內到期。誠如以上提述，本集
團雖未能滿足若干借款的合約條款以及部份附屬公司面臨多宗訴訟，但本集團一
直積極地與銀行商討重續及豁免可按要求償還條款及違反若干銀行承諾及限制性
契約的要求等事宜，討論過程也比較樂觀。此外，本集團並會實施營運計劃以提
高盈利能力及控制成本及產生足夠的經營現金流量。因此，董事認為本集團具備
足夠財務資源，支持其營運及履行自回顧期間完結日起十二個月到期的財務責任。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總債務╱總資本比率（以包括銀行及其他借款
的總債務，除以總債務及權益總額計算）為141.6%（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126.3%）。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在扣除銀行現金及受限制銀行存款後的淨
債務╱總資本比率為132.8%（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1.4%）。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面值為港幣14.91億元的物業、機器及設備
及在建工程（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5.68億元）及面值為港幣3,700萬
元的投資物業（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200萬元）；若干賬面值為約港
幣5.74億元的預付租賃款項（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85億元）及若干
賬面為約港幣300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00萬元）的應收貿易賬
款被用以抵押合共約港幣38.89億元之若干銀行貸款（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38.6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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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重大投資、附屬公司及相聯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以及未來重大投資或購
入資本資產的計劃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概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或有關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於
本公告日，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資產的計劃。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中國境內若干銀行向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提出訴訟並
要求保證即時償還約港幣21.28億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1.21億元）
的銀行借款或同等價值資產。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約港幣3.13

億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48億元）的若干資產已被中國法院凍結，
其中包括港幣1,300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200萬元）的受限制
銀行存款。本集團正與銀行商討以解決該等訴訟。

若干承建商就共約港幣3.29億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28億元）的
建築費及逾期罰款向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提出索償訴訟。惟根據本集團內部法律
顧問的意見，董事估計本集團可能因此須要承擔的建築費及相關罰款為約港幣2.07

億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97億元），有關金額已作預提撥備。於
回顧期內，本集團根據判決須要立即償還約港幣1.40億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9,300萬元）的應付建築費及約港幣5,000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5,100萬元）的相關逾期罰款。截至本公告日，尚餘共約港幣1.39億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85億元）的訴訟仍在進行中。

若干地方政府向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提出索償訴訟要求即時償還現金約港幣3,500

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39億元），本集團已為有關索償全數預
提撥備。

有關以上之進展，如有需要，本公司將於適當情況及時候，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規定另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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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價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除購買某些設備和材料及支付若干專業費使用美元、歐元或港幣外，本集團的業
務主要以人民幣進行結算。人民幣為於中國運營的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並不可
自由兌換為外幣。本集團會考慮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外幣的匯率走勢及本集團的
現金流的需要去監察其狀況，以確保其面對的風險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國內和香港合共聘用員工約10,400名（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9,400名）。回顧期內的員工成本總額為港幣3.05億元，
佔收益4.0%（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港幣3.08億元，佔收益4.2%）。

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和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退休金供款計劃等社會保險計
劃，並設有按表現計算的獎勵花紅以及員工期權計劃，鼓勵員工進行創新及改進，
這做法與行業慣例相若。此外，本集團亦投入資源為管理人員和其他僱員提供持
續教育及培訓，旨在不斷改善員工的技術及知識水準。

環境保護和表現

作為一家有責任的企業，本集團致力推動環境保護，盡最大努力減低生產及業務
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施行措施減少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排
放。在未來，本集團目標在改善相關措施以減低廢物的產生，並參與有關環境保
護及可持續性的計劃，作為本集團的長期環境保護政策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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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秉承誠信、透明、公開及高效的企業管治原則，一直努力恪守奉行嚴謹之
企業管治，採納了一套完善的企業管治架構和措施，致力達致高標準的企業管治
水平，鞏固提升股東價值。

董事會目前由五名董事組成。為方便有效管理，董事會把其若干功能授予不同的
董事會委員會，包括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本公司已製定各委
員會明確的職權範圍，涵蓋其權限、職責及功能。董事會及其委員會主要職責包
括監管公司管治的執行、監督財務和業務發展策略及目標並向管理層提供有關建
議、監督公眾披露事項，以及評定管理層表現以釐定是否與本公司營運目標一致。

本公司亦已訂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以確保本公司的資產受到保障、運營
管治措施在運作、業務風險獲適當管理、會計記錄及財務資料獲妥善保存。審核
委員會透過本集團內審部的協助，負責檢討本集團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之有
效性。

本公司通過向股東和投資者及時發佈訊息來保持公司高透明度的管治機制。我們
利用多個溝通渠道，以確保本公司股東可方便、平等和及時地獲得本公司的資料。

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情況，並確信於回顧期內，除下列披露者外，本
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
適用守則條文：

為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條的規定，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有
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首席執行官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
以書面列載。然而，本公司自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起委任祝媛女士兼任主席
及首席執行官職務。董事會相信，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職務歸屬於同一人將令本公
司能夠更有效及高效地制定業務策略及執行業務計劃，並有利於本集團的業務前
景和管理。董事會相信，董事會成員由經驗豐富人士及技術人士組成，且有超過
一半人數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能確保權力之平衡。長遠來說，公司會物色及委任
一位合適的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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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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作為所有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時的行為守則。經本公
司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各董事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的規定。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以及討論內
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回顧期之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

回顧期後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項
自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起至本公告日止，概無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項。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會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
網站(www.yurun.com.hk)發佈。本公司之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載有根據《上市規則》
附錄十六（如適用）規定提供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在
本公司和聯交所的網站發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祝媛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執行董事為祝媛（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及楊林偉；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高輝、陳建國及繆冶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