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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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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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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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Haisheng Juice Holdings Co., Ltd.
中國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59）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營業額由約人民幣425.1百萬元增至約
人民幣522.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2.8%。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由約人民幣
85.8百萬元增加至約人民幣165.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93.4%。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中國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的比較數
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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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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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521,999 425,055

銷售成本 (427,178) (334,203)  

毛利 94,821 90,852

其他收入 63,127 96,516

其他收益及虧損 (51,025) 3,104

貿易應收款減值虧損 – (1,815)

生物性變化產生公平值變動 70,220 43,056

分銷及銷售開支 (111,793) (100,817)

行政開支 (115,541) (113,537)

其他經營開支 (12,155) (23,751)

融資成本 (101,436) (78,21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1) (11)

分佔合營公司業績 (164) –  

除稅前虧損 (163,977) (84,620)

稅項 6 (466) (3,938)  

期內虧損 7 (164,443) (88,558)
  

其他全面開支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境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550) (158)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550) (158)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164,993) (8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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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65,928) (85,797)

 非控股權益 1,485 (2,761)  

(164,443) (88,558)
  

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66,478) (85,955)

 非控股權益 1,485 (2,761)  

(164,993) (88,716)
  

股息 8 – –
  

每股虧損（人民幣分）
 基本及攤薄 9 (12.86)分 (6.6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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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5,287,851 4,692,137
使用權資產 1,878,155 1,997,575
生產性植物 11 2,152,262 2,053,820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5,459 15,879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336 500
生物性資產 90,546 85,686
收購生產性植物的預付款項 12,473 37,78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訂金 206,891 225,482  

非流動資產總額 9,643,973 9,108,859  

流動資產
生物性資產 22,102 42,592
存貨 12 838,933 730,13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3 593,785 530,21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64 164
受限制銀行存款 59,597 60,0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5,061 226,262  

流動資產總額 1,699,642 1,589,44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4 1,880,757 1,860,272
應付票據 87,000 79,675
本期稅項負債 365 780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的股息 4,063 63
銀行及其他借款 2,453,154 1,956,578
租賃負債 162,943 113,781
遞延政府補貼 5,208 14,311  

流動負債總額 4,593,490 4,025,460  

淨流動負債 (2,893,848) (2,436,014)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6,750,125 6,67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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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2,952,702 3,015,063
租賃負債 1,450,450 1,217,211
遞延政府補貼 228,833 215,045
遞延稅項負債 34,129 34,129  

非流動負債總額 4,666,114 4,481,448  

淨資產 2,084,011 2,191,397  

股本及儲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296 13,296
儲備 864,944 1,004,709  

878,240 1,018,005

非控股權益 1,205,771 1,173,392  

權益總值 2,084,011 2,19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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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購股權
儲備

特別
儲備

匯兌
儲備

法定
盈餘
儲備

其他
儲備

留存
利潤 合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3,296 212,838 – 258,722 (146) 245,960 (13,426) 458,474 1,175,718 819,622 1,995,340           

期內虧損（未經審核） – – – – – – – (85,797) (85,797) (2,761) (88,558)

換算境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未經審核） – – – – (158) – – – (158) – (158)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未經審核） – – – – (158) – – (85,797) (85,955) (2,761) (88,716)

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注資（未經審核） – – – – – – 47,747 – 47,747 154,497 202,244

於不失去控制權下變動附屬公司擁有者
 之權益（未經審核） – – – – – – – – – – –

累計溢利撥款（未經審核） – – – – – – – – – – –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3,296 212,838 – 258,722 (304) 245,960 34,321 372,677 1,137,510 971,358 2,108,868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3,296 212,838 – 258,722 35 267,580 (14,495) 280,029 1,018,005 1,173,392 2,191,397           

期內虧損（未經審核） – – – – – – – (165,928) (165,928) 1,485 (164,443)

換算境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未經審核） – – – – (550) – – – (550) – (550)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未經審核） – – – – (550) – – (165,928) (166,478) 1,485 (164,993)

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注資（未經審核） – – – – – – 26,713 – 26,713 30,894 57,607

於不失去控制權下變動附屬公司擁有者
 之權益（未經審核） – – – – – – – – – – –

累計溢利撥款（未經審核） – – – – – – – – – – –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3,296 212,838 – 258,722 (515) 267,580 12,218 114,101 878,240 1,205,771 2,08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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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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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27,157) 208,43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229,547) (527,472)

 購買生產性植物 (30,276) (443,135)

 購買使用權資產 – (135,557)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 488 88,511

 其他投資活動 12,520 5,776  

(246,815) (1,011,87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新籌得的銀行及其他借款 908,947 1,279,784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款 (474,732) (266,002)

 支付租賃負債 – (79,261)

 非控股權益注資 57,607 202,244

 已付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利息 58,793 (108,030)

 其他融資活動 – –  

433,029 1,028,73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增加 40,943 225,294

匯率變動的影響 258 134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6,262 170,972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185,061 39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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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乃一家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the Cayman Islands，而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德輔道中288號易通商業大
廈3樓B室。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i)生產及銷售濃縮果汁及相關產品及(ii)種植及銷售蘋果、蘋果
苗木及其他水果。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經營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進行。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中國人民
幣（「人民幣」）呈報。

2.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a)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34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b) 持續經營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虧損淨額約人民幣165,928,000元，而於該日期，本集
團的未經審核流動負債淨額約為人民幣2,893,848,000元。該狀況表明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本集團持續
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問。因此，本集團可能無法在其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解除其負債。

本集團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本集團以其銀行融資應付日常營運資金需要。於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於未來12個月內償還的大部分銀行借款可予重續，而董事有信心，根據本集團的過往經驗
及信貸歷史，可於該等借款到期時重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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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之經濟狀況繼續造成不確定性，特別在於(a)對本集團產品之需求程度；及(b)於可見將來可取得之銀行及
其他融資。為加強本集團於可見將來的流動資金，本集團已採取以下措施：

i. 就重續及取得新銀行融資額度提前與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磋商；

ii. 本公司董事已採取若干成本控制措施，收緊經營成本；及

iii. 本集團已執行若干策略，以加強本集團的收入及盈利能力。

經計及貿易表現的合理可能變動，本集團的預計及預測顯示本集團應有能力於其現時融資額度的程度內營運。
經查詢後，董事合理預期本集團於可見將來有足夠資源持續經營。

3.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用
者一致，惟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並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採納的準則、修訂及詮釋除外。
採納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4. 收入

以下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分析：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濃縮果汁及相關產品 118,698 205,672

銷售蘋果、蘋果苗木及其他水果 403,301 219,383  

521,999 42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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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

本集團的兩個經營分類如下：

果汁業務 － 製造及銷售濃縮果汁及相關產品
農業經營 － 種植及銷售蘋果、蘋果苗木及其他水果

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類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業務單位。彼等均單獨管理，原因為不同業務所需技術及營銷策
略不同。

經營分類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溢利或虧損並不包括其他收入、分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未分
配其他收益及虧損、行政開支、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將分類間銷售及轉讓按當前市價入賬，猶如銷售或轉讓乃向第三方作出。

有關經營分類損益的資料：

果汁業務 農業經營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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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118,698 205,672 403,301 219,383 521,999 425,055

 分類間收入 – – – 155 – 155      

可報告分類收入 118,698 205,672 403,301 219,538 521,999 425,210
    

減：分類間收入 – (155)  

綜合收入 521,999 425,055
  

分類業績 (46,414) (56,361) (51,763) (29,898) (98,177) (86,259)
    

其他收入 63,127 96,516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31) (11)

分佔合營公司虧損 (164)
未分配金額：
 其他收益及虧損 (11,319) –

 行政開支 (15,977) (16,649)

 融資成本 (101,436) (78,217)  

除稅前綜合虧損 (163,977) (8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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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主要位於中國。

本集團按客戶所在地劃分的來自外界客戶收入及按資產所在地劃分的非流動資產的資料詳列如下：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非流動資產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5,198 35,124 1,118 1,062

加拿大 – 1,436 – –

中國 486,801 306,416 9,642,855 9,107,797

南非 – 89 – –

沙特阿拉伯 226 8,561 – –

日本 12,243 49,385 – –

澳洲 142 587 – –

俄羅斯 8,219 8,551 – –

其他 9,170 14,906 – –    

521,999 425,055 9,643,973 9,108,859
    

有關主要產品的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蘋果汁 15,306 112,357

其他果汁 103,392 93,315

鮮果 277,541 204,480

蘋果苗木 76,873 6,260

其他 48,887 8,643  

521,999 425,055
  

未向本公司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有關經營分類資產及負債的資料以供審閱。因此，並無列報本集團按經營
分類劃分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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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450 3,928

　其他司法管轄區 16 10  

466 3,938

遞延稅項 – –  

466 3,938
  

由於開曼群島不會就本公司的收入徵稅，故本公司毋須繳交任何開曼群島稅項。由於本集團的收入並非在香港產生
或賺取，故未有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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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中國附屬公司須按稅率25%繳稅。根據適用於
位於中國西部地區的企業的有關規定，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享有15％的優惠稅率。中國附屬公
司須每年申請優惠稅率。中國附屬公司將需就二零二一年申請優惠稅率。

根據有關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
若干在中國從事果汁業務的附屬公司由農產品初級加工所得溢利可免徵企業所得稅，惟須由中國地方稅務部門每年
對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實施審查且有關稅務豁免政策或條例未來可能會作出變更。中國附屬公司將需就二零二一年申
請企業所得稅豁免。

根據有關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
若干在中國從事農業經營的附屬公司由果樹栽培所得溢利可免徵企業所得稅，惟須由中國地方稅務部門每年對本公
司的附屬公司實施審查且有關稅務豁免政策或條例未來可能會作出變更。中國附屬公司將需就二零二一年申請企業
所得稅豁免。

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Haisheng International Inc.是一家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美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須按15%至35%遞增企業及聯邦稅率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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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虧損

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而得到的期內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董事薪酬 1,145 1,193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81,647 160,20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6,144 10,409

以股份支付的支出 – –  

總員工成本 198,936 171,804

減：資本化為存貨的員工成本 (17,463) (13,188)

減：資本化為生產性植物的員工成本 (40,564) (32,739)  

140,909 125,877

使用權資產攤銷 25,123 20,829

減：資本化為生產性植物╱生物性資產成本的金額 (25,123) (20,829)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2,732 67,674

減：資本化為生產性植物╱生物性資產成本的金額 (29,353) (24,913)  

43,379 42,761

經營租賃付款－土地及樓宇 – –

生產性植物折舊 19,081 10,374

已售存貨成本 427,178 334,20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21,820 6,518

出售生產性植物的虧損 29,587 –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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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未經審核虧損約人民幣165,928,000元（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85,797,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1,289,788,000股（二零二零年：1,289,788,000股）而計算。

由於在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均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每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回顧期內，本集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約人民幣229,547,000元之開支。

11. 生產性植物

回顧期內，本集團就收購生產性植物產生約人民幣30,276,000元之開支。

12. 存貨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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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料及易耗品 193,072 293,355

在製品 114,998 69,757

製成品 530,863 367,021  

838,933 73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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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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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 170,410 239,846

減：呆賬撥備 (10,680) (9,976)  

159,730 229,870

應收票據 – 1,462

可收回增值稅及其他可收回稅項 46,814 47,964

出售幼樹應收款 – –

支付供應商墊款 59,583 71,282

其他應收款、 按金及預付款項 327,658 179,632  

593,785 530,210
  

附註：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可收回增值稅及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分別為約人民幣零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零元）及人民幣零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零元），已分別抵押為租賃負債
及銀行及其他借款之擔保。

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條款大部份以信用方式進行。信用期一般介乎30至90日。各客戶均有一個最高信用限額。就新
客戶而言，一般須先行墊款。本集團致力於嚴格控制其未收取之應收款。逾期欠款由董事定期審議。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減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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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90日 131,239 202,031

91 – 180日 17,540 10,822

181 – 365日 8,201 9,632

超過一年 2,750 7,385  

159,730 22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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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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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付款 672,939 644,25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 346,381 450,773

合約負債 143,177 124,486

應計工資 114,683 89,057

應計利息 13,358 36,349

增值稅及其他應付稅項 6,877 7,876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583,342 507,481  

1,880,757 1,860,272
  

本集團獲其供應商給予90至180日的信貸期。根據收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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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日 277,763 290,184

91-180日 76,366 76,257

181-365日 128,801 87,914

超過一年 190,009 189,895  

672,939 644,250
  

15.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已訂約但尚未產生之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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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9,084 290,396

生產性植物 5,434 27,106

向一家聯營公司注資 441 33,810

向一家合營公司注資 52,000 52,500  

316,959 40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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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董事會宣佈，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營業額約人民幣522.0百萬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2.8%。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約為18.2%，而去年同
期則為21.4%。本集團未經審核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由約人民幣85.8百萬元增加至約人民幣165.9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93.4%。

回顧期內，營業額增加約22.8%至約人民幣522.0百萬元。該增加主要歸因於鮮果產量增加，收入增
加。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毛利率由約21.4%減少至約18.2%，主要由於疫情影響銷售單價下降。

其他收入減少約34.6%至約人民幣63.1百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政府補貼減少。

回顧期內，其他收益及虧損由去年同期淨收益約人民幣3.1百萬元變為今年期內淨虧損約人民幣51.1

百萬元，主要由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生產性植物虧損共計約人民幣51.1百萬元所致。

回顧期內，分銷成本增加約10.9%至約人民幣111.7百萬元。該增加主要歸因於銷售收入的增加相應
的費用增加。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101.4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9.7%。該增加歸因於銀
行及其他借款的增加。

由於上述事項，本集團未經審核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由約人民幣85.8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165.9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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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資本架構及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的理財政策為於公司層面集中管理及監控。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
借款、應付票據及租賃負債約為人民幣7,106.2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382.3

百萬元），當中約人民幣3,246.7百萬元以本集團的資產抵押的方式取得。約人民幣1,956.6百萬元於一
年內到期及約人民幣1,989.9百萬元於二至五年內到期。以上全數均以人民幣計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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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貸款 3,981,795 3,686,391

其他借款 773,977 648,579

政府貸款 650,084 636,671

應付票據 87,000 79,675

租賃負債 1,613,393 1,330,992  

7,106,249 6,382,308
  

於銀行貸款、其他借款及政府貸款的合計額當中約人民幣3,203百萬元為定息借款及約人民幣2,203百
萬元為浮息借款。於兩個年度之浮息借貸利率乃根據倫敦銀行同業拆息╱中國人民銀行基本借貸利
率加利率計算。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244.7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5.1百萬元）。

本集團以借貸比率（其為債務淨額除以總權益）監控資金。債務淨額計算為綜合財務狀況表所示之銀
行貸款、政府貸款、應付票據、其他借款及租賃負債減已抵押銀行存款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權
益包括權益的所有組成部份。本集團旨在保持合理的借貸比率水平。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借
貸比率為329.2%。

持有重大投資及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公司概無持有重大投資，亦無有關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資
企業的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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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317.0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403.8百萬元）。

匯率波動的風險

美元是本集團銷售主要結算貨幣之一。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波動於回顧期內對本集團財務狀況並無
重大影響。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物業、廠房及設備、生產性植物、預付租賃付款、已抵押
銀行存款、存貨及可收回增值稅，以取得授予本集團的借款及融資租賃承租，抵押物賬面值約人民
幣2,565.8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268.2百萬元）。

或然負債

(a) 已發出財務擔保

本集團已就授予一名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的貸款融資向銀行作出以下擔保：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一名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動用的貸款融資向銀行提供擔保 30,000 30,000
  

根據擔保條款，倘貸款存在任何違約，本集團將有責任償還尚未償還的貸款本金以及該名附屬
公司非控股股東結欠銀行的應計利息及罰款。

擔保於開始日期的公平值並不重大，亦未於綜合財務報表確認。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認為相關方不大可能根據上述擔保向本公司提出申索。

除上述外，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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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訴訟

本期間，若干供應商及建築商向本集團提出法律訴訟，要求償還未償還貿易應付款及其他應付
款及短期借款分別約人民幣7,847,000元及人民幣9,862,000元及人民幣20,953,000元。未結算款
項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悉數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及未償還款項及短期借款。共有人民幣
2,051,000元的銀行存款被法院凍結。董事認為，待決法律訴訟所產生的罰款或逾期利息影響並
不重大，因此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中確認。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未來計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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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果汁飲料加工板塊

近兩年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影響，雖然國內各行業已經逐漸恢復穩定，但境外尤其是美
國、歐洲、俄羅斯等地的疫情一直持續，導致相關市場對濃縮汁的需求量大幅下降。同時，疫情對
全球運輸行業的影響導致出口運輸船隻大量減少，多個航線運價飛漲且運送時間延長，對出口業務
也造成較大影響。 

集團管理層積極分析目前的行業情況，持續不斷地拓展產品品種，並調整市場結構。集團積極回應
商務部加強國內市場內迴圈的政策方針，與國內食品飲料生產企業溝通協作，深挖小品類果汁原料
國內市場需求，同時在主劑類產品方面佈局多個渠道，為實現加工板塊戰略轉型奠定基礎。

疫情後國內消費者更加青睞營養健康的產品，使得公司在果膠產品銷售方面有較好的表現。報告期
內，集團果膠產品銷售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20%左右。在終端飲料方面，在集團原有果汁品牌「清谷
田園」、「枝純」和「菓語」的基礎上，創新推出「小益和Ta的朋友們」，打造乳酸菌為核心的健康產品概
念，以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需求。此外，集團制定了「線上推廣」和「線下運營」相結合的戰略，不斷
提升品牌曝光度，加深消費者的品牌認同感。

現代農業板塊

集團多年深耕現代農業領域，隨著果園面積增加和果樹逐漸成熟，農業版塊收入逐年快速增加。集
團在不斷提升種植技術和管理水準的基礎上，通過整合優質資產資源和不斷提升生產效率。

報告期內，在大田種植方面，通過提升植保管理、灌溉管理及風險防控能力，為提升產品標準化產
出賦能，顯著提高了蘋果、胡蘿蔔、柑橘等基地的畝產水準。同時，集團加強新品育種及品種引進
工作，與多家高校進行深入合作，並獲得了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秦脆」品種的生產經營許可權。在苗
木繁育方面，蘋果、柑橘等苗圃根據市場喜好調整品種結構，並不斷提升育苗效率和產能。在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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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集團通過建設分選線和冷庫將產品分級分類儲藏和銷售，有效的保障了產品品質和不間斷供
應。設施農業方面，集團繼續保持行業龍頭地位，通過加強對現有溫室的品種優化和技術改良，穩
定提升了單位產能，保證了「枝純」番茄在各大管道的穩定供應。

隨著農產品產量逐年提高，集團在穩定傳統銷售管道的基礎上，積極嘗試拓展新興售賣管道，與頂
流主播「薇婭」合作通過直播方式銷售產品，並通過小紅書、抖音等平台宣傳推廣和銷售產品，取得
了不錯的成績。

展望

2021年下半年，境外經濟環境依然複雜，中國經濟已進入平穩運行階段，各行業市場需求端逐漸回
升。在果汁加工業務上，集團將繼續關注市場和行業的產品動向，順應內迴圈發展戰略，進一步開
發相關高附加值產品，提升果汁板塊的盈利能力。在農業版塊，集團將繼續秉承規模優勢和效率提
升並重的發展路徑，不斷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持續為股東創造價值。

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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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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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本
公司須保存的登記冊內或根據上市規則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另
行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

姓名 公司名稱 身份

直接或
間接持有的

證券數目及類別
股權概約
百分比
（附註3）

高亮先生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8,600,000股股份 0.67%

受控制法團權益 459,061,238股股份 （附註1） 35.59%

配偶權益 4,724,660股股份 （附註2） 0.37%    

472,385,898股股份 36.63%
    

附註：

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該等459,061,238股股份由Think Honour International Limited（「Think Honour」）持有，
而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高亮先生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高亮先生被視為於由Think Honour持有的
459,061,238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該等4,724,660股股份由高亮先生的配偶謝海燕女士持有。因此，高亮先生被視為於由謝
海燕女士持有的4,724,66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百分比乃按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即1,289,788,000股普通股）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
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另行通知本
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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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保存的登記冊所記錄，下列人士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姓名 公司名稱 身份

直接或
間接持有的

證券數目及類別
股權概約
百分比

（附註4）

謝海燕女士 本公司 配偶權益 467,661,238股股份 （附註1） 36.26%

實益擁有人 4,724,660股股份 （附註2） 0.37%    

472,385,898股股份 36.63%
    

Think Honour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459,061,238股股份 （附註2） 35.59%

天地壹號飲料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227,996,000股股份 （附註3） 17.68%

深圳市天地共贏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227,996,000股股份 （附註3） 17.68%

天地共贏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227,996,000股股份 （附註3） 17.68%

附註：

1. 謝海燕女士為高亮先生的配偶。謝海燕女士被視為於高亮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權益的467,661,238股
股份中擁有權益。

2. Think Honour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高亮先生持有。

3. 天地共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為深圳市天地共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而深圳市天地共贏投資管理有限
公司為天地壹號飲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深圳市天地共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及天
地壹號飲料股份有限公司被視為於天地共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227,996,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百分比乃按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即1,289,788,000股普通股）計算。

除於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
或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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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
的權益及╱或淡倉，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保存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或淡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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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下文所述偏離者外，本公司已透過於回顧期內設立正式及
透明程序保障及最大化本公司股東利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所載原
則及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此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由不同人士擔任。目前，本公司並無合適
人選勝任行政總裁一職。因此，高亮先生暫時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

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的標準。經本公司作出具
體查詢後，本公司的全體董事確認於整個回顧期內皆有遵守載於標準守則的規定標準。

董事於競爭性業務的權益

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概無擁有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第8.10條須予披露之競爭權益。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有2,547名（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2,830名）僱員。本集
團主要根據市場條款及個人資歷釐定員工薪酬。

根據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個人表現及可資比較的市場統計數據，董事薪酬由薪酬委員會審查及建
議，並由董事會按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的授權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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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業績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刊發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h t t p : /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chinahaisheng.com刊發。

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之印刷本將寄交本公司股東（僅為獲選收取公司通訊印刷本之人士），而中期報
告之電子版本亦將於適當時候刊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高亮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安，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高亮先生、王亞森先生及屈兵練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伯祥先生、
劉忠立先生及黃麗瓊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