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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yma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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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Cayman KY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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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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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9百萬元減少至約人民幣763.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3.9%。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
虧損約人民幣4.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90.5%。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三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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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報告

業績回顧

董事會宣佈，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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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3.9%。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毛利率約為17.0%，而去年同期則為12.1%。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未經審核虧損約人民幣4.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90.5%。

回顧期內，營業額減少約23.9%至約人民幣763.8百萬元，主要由於集團進行產品結構
調整，降低了低毛利產品的產量導致總銷量減少，但集團毛利水平明顯改善。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毛利率由約12.1%上升至約17.0%，原因為本集團主要原材料蘋果
的採購成本下跌，且低毛利產品銷量減少。

其他收入增加約86.3%至約人民幣27.4百萬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回顧期內確認出售萊
陽伊天果汁有限公司全部股權之收益約人民幣10.8百萬元所致。

回顧期內，分銷成本下降約24.0%至約人民幣64.0百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銷售量下降
及運費相應下降所致。

回顧期內，行政開支增加約4.6%至約人民幣46.0百萬元。行政開支上升主要是由於集
團農業及鮮果貿易業務擴張所致。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50.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輕微下降約0.2%，
該輕微下降乃由於總借貸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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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由於上述事項，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虧損約人民幣4.5百萬元，較去
年同期減少約90.5%。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資產與負債比率及資本承擔

本集團的理財政策為於公司層面集中管理及監控。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的借款約為人民幣1,706.3百萬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52.2百萬
元），當中約人民幣587.4百萬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60.5百萬
元）乃以本集團的資產作抵押取得。約人民幣72.2百萬元乃以美元計算，而約人民幣
1,634.1百萬元則以人民幣計算。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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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償還的賬面值 *：
應要求償還及一年內償還 1,000,273 1,227,183

於一年後但兩年內償還 450,000 450,000

 1,450,273 1,677,183

根據償還日期表於報告期末起計一年
 內毋須償還但附有須按要求償還條款
 的銀行借貸賬面值（列為流動負債） 256,000 175,000

 1,706,273 1,852,183

減：流動負債項下所示一年內到期金額 (1,256,273) (1,402,183)

非流動負債項下所示一年後到期金額 450,000 450,000

* 到期金額按貸款協議內的償還日期表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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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報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255.8百
萬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05.6百萬元）。

資產與負債比率（界定為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0.2%下
降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67.7%，而負債與權益比率（界定為總借款除以總權益
值）亦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9下降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1.8。

美元是本集團銷售交易主要結算貨幣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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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40.0百萬元（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9百萬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租賃款項、已抵押銀行
存款及存貨抵押予銀行，以取得其授予本集團的借貸融資及融資租賃承擔，抵押物賬
面值約人民幣878.3百萬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92.5百萬元）。

或然負債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於美國的競爭對手起訴本集團，指稱通過競爭對手的前僱員獲取
濃縮紅薯汁的商業機密。該案件在法院審理中。截至本報告日期及就董事所知，本公
司認為索賠缺乏依據並將就此作有力辨護。因對手方索賠的損害賠償金額不確定，故
並無產生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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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市場回顧

回顧上半年，全球經濟逐漸回暖，行業需求基本穩定，濃縮蘋果汁出口平均價格趨於
平穩合理，國內市場需求進一步增加。報告期內，集團繼續拓寬國際市場，並以優質
的產品品質和良好的信譽不斷提升在全球各大市場影響力。據中國海關統計數據，本
集團蘋果汁出口份額約佔中國濃縮蘋果汁總出口量的四分之一，繼續保持行業第一，
尤其中東、非洲、亞洲新興市場以及日本市場該佔比分別提升13%、12%、5%和3%。

2013-2014榨季，行業原料價格下跌，產品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同時，集團根據產品多
元化發展戰略，提升了高附加值的小品種果汁產品之銷售佔比，使企業毛利率從2013

年末的12.1%提升至報告期內的17.0%。

國內市場，集團進一步拓展小品種果汁客戶群，使得濃縮果汁銷售量穩中有增。此
外，集團積極拓展鮮果貿易渠道，實現蘋果、迷你胡蘿蔔等鮮果產品的批量銷售，創
建的「清谷田園」高端生鮮品牌也逐漸得到合作夥伴的認可。

展望

2014年，歐美國家正逐步走出金融危機的影響，日本經濟也出現了較快增長，全球經
濟總體呈現復蘇向好態勢。新榨季，集團將緊抓市場機遇，穩定並擴大成熟產品的銷
售，同時繼續調整產品結構，持續開發新產品，全心全意服務於客戶，盡最大可能滿
足客戶的需求，構建更加成熟健康的銷售渠道，使集團業務水平邁上新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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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報告

生產回顧

報告期內，本集團大力推進了碭山果膠生產線的建設工作，加快企業向高附加值高科
技產品的精深加工方向轉型的步伐；同時全面完成了新疆工廠的建設工作，進一步合
理調整產能布局為新榨季的生產做好充分準備。尤為重要的是，集團廣泛聯繫國內外
相關行業專家，在確保質量和成本的基礎上不斷開拓新品研發，以保證為企業持續健
康快速發展提供充沛動力。

在質量控制方面，集團不斷升級完善質量檢測和控制體系，並對原料裝卸系統、濁汁
處理系統、樹脂系統進行了技術改造，在改善產品質量的同時降低成本，為新榨季的
生產工作奠定基礎。報告期內，集團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已順利通過美國FDA官方認
證，技術中心也已成為國內領先的果蔬汁安全公共檢測平臺，該平臺被認定為西安市
企業技術中心，不僅能夠滿足自身檢測，還能夠對外提供果蔬汁安全檢測服務。

展望

新榨季，生產方面將全面圍繞運營思路，繼續控制原料成本、提升產品品質，同時積
極為客戶提供差異化、定制化的產品和服務。集團還將充分利用新疆區域天然資源優
勢，進行多元化產品生產，並加快果膠生產線的建設工作，加速集團向精深加工方向
邁進的步伐。

研發回顧

報告期內，大連工廠飲料濃縮液主劑線投入使用，順利實現可生產多品種、多口味飲
料濃縮液的研發成果，飲料濃縮液產品的銷售穩步增長。與此同時，集團全面推進在
果酒產品、果汁發酵產品、非濃縮還原汁及思慕雪 (smoothie)產品等領域的調查和研
究，為新項目的開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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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期內，我集團完成三項專利註冊：

一種濃縮洋李汁的製備方法 專利號201110455848.X

一種濃縮紫薯汁的製備方法 專利號201110420925.8

一種由蘋果疏果、落果製備蘋果多酚的方法 專利號201110369124.3

未來，本集團將不斷改進各產品的生產工藝，提升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

農業回顧

2014年上半年，集團利用歐洲先進的蘋果矮砧密植栽培模式及其配套管理技術和設
備，在蘋果主產區甘肅、陝西、河南等地成功布局，新建矮砧密植蘋果種植園6000餘
畝，並在安徽新建了迷你胡蘿蔔的生產基地，種植種類也日益豐富。此外，本集團在
國外專家的指導下，逐步掌握了矮砧苗木的繁育技術，並根據中國國內需求，擴大砧
木繁育面積。

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擴大蘋果矮化密植種植面積，拓寬鮮果銷售渠道，並逐步建立和完善配
套的分選、包裝、貯藏以及物流體系，打造集高端果蔬現代化種植、主業濃縮果汁及
相關產品以及一般鮮果加工為一體的綜合性現代農業集團。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共1,095名（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99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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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報告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
無）。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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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或
   間接持有的 股權概約
姓名 公司名稱 身份 證券數目及類別 百分比

高亮先生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459,061,238股（附註1）  36.43%

  配偶權益 4,388,660股（附註2） 0.35%

   463,449,898股 36.78%

張祥先生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800,000股（附註3） 0.06%

趙崇軍先生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800,000股（附註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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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附註：

1.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該459,061,238股股份由Think Honour International Limited

（「Think Honour」）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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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該4,388,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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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8,66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股份為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之相關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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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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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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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報告

   直接或
   間接持有的 股權概約
姓名 公司名稱 身份 證券數目及類別 百分比

謝海燕女士 本公司 配偶權益 459,061,238股（附註1） 36.43%

  實益擁有人 4,388,660股 0.35%

   463,449,898股 36.78%

Think Honour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459,061,238股（附註2） 36.43%

Goldman Sachs & Co.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232,344,000股（附註3） 18.44%

The Goldman Sachs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232,344,000股（附註3） 18.44%

　Group, Inc

GS Advisors 2000, 本公司 投資經理 183,759,488股 14.58%

　L.L.C

GS Capital Partners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134,784,127股 10.70%

　2000, 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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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061,238股股份中擁有權益，而高
亮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其中擁有權益。

2. Think Honour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高亮先生持有。

3. GS Capital Partners 2000 Employee Fund, L.P.、GS Capital Partners 2000 GmbH & Co. 

Beteiligungs KG、GS Capital Partners 2000 Offshore, L.P.、GS Capital Partners 2000, L.P.及
Goldman Sachs Direct Investment Fund 2000, L.P.（合稱為「投資者」）於合共232,344,000股股份
中擁有權益。各名投資者的一般合夥人或合夥管理人為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的直
接或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由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直接及間接透過直屬附屬公司持
有的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 Goldman Sachs & Co.為各名投資者
的投資經理。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Goldman Sachs & Co.及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各被視為於全數由投資者持有的合共232,344,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13 中國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報告

就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已知，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公司╱人士
擁有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本權益10%或以上的權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
管治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惟其中涉及三項偏離則除外，分別為：(i)要求主席與行政
總裁的角色由不同人士擔任的守則條文第A.2.1條（「第一項偏離」）；(ii)守則條文第A.6.7

條（「第二項偏離」），此條文規定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其中
包括）出席股東會議；及 (iii)守則條文第E.1.2條（「第三項偏離」），此條文規定董事會主
席（「主席」）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就第一項偏離而言，本公司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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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正在招攬合適
人才以填補行政總裁職務的空缺。就第二項偏離及第三項偏離而言，主席及兩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因於相關時間有其他重要事務而缺席上一次於二零一四年五月舉行的本公
司股東週年大會。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計劃」）乃根據一項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通過之決議案而
採納並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屆滿，其主要目的是為董事及合資格員工提供激
勵。根據計劃，董事會可全權酌情向以下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的股份：

(i) 任何合資格員工，包括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或本集團持有任何股本權益之任何
實體（「投資實體」）之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顧問或本公
司或其附屬公司顧問；

(ii)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投資實體之任何貨品或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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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報告

(iii) 本集團或任何投資實體之任何客戶；

(iv) 為本集團或任何投資實體提供研究、開發或其他技術支援的任何人士或實體；
及

(v)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投資實體的任何股東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及任何
投資實體的任何已發行證券的持有人。

根據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時可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於計劃獲批准當日的已
發行股份總數10%。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根據計劃授出且有待行使的所有未行
使購股權獲行使時將發行的最高股份數目，合共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的已發行股本
30%。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向任何個人所授出及可授出
的購股權所涉及的已發行及將發行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在任何時候本公司的已發行股
本1%。授予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士之購股權，倘在過去的
十二個月內所涉及股份超過本公司股本之0.1%並且超過5百萬港元，則必須事先經過
本公司股東批准。

授出之購股權須於授出之日起28天內接納，接納時須就每份購股權支付1港元。購股
權可於授出之日起10年內任何時間行使，惟須遵守計劃的條款和條件以及董事會可能
訂明的任何授出條件。行使價由本公司董事釐定，須至少為(i)購股權授出日期（必須為
營業日）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日報表所報的收市價；(ii)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本
公司股份在聯交所日報表所報的平均收市價；及 (iii)本公司股份面值三者之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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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下表披露於回顧期內由董事及員工持有的本公司購股權的變動：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歸屬期間 行使價 可行使期間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沒收 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至 0.99 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至 8,000,000 – – 600,000 7,400,000

　七月四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日  二零一四年七月三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至 0.99 二零一二年七月四日至 8,000,000 – – 600,000 7,400,000

　七月四日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  二零一四年七月三日

    16,000,000 – – 1,200,000 14,800,00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可予行使        1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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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買賣、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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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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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回顧期內皆有遵守載於標準
守則的規定標準。

業績審閱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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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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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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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763,790 1,003,883

銷售成本  (634,232) (882,600)

毛利  129,558 121,283

其他收入  27,444 14,732

其他收益及虧損  1,383 (1,397)

分銷及銷售開支  (64,042) (84,312)

行政開支  (46,006) (43,984)

其他營運開支  (631) (181)

融資成本  (50,838) (50,957)

除稅前虧損  (3,132) (44,816)

稅項 5 (1,364) (2,688)

期內虧損 6 (4,496) (47,504)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換算境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70 (148)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70 (148)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4,426) (47,652)

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510) (47,315)

　非控股權益  14 (189)

  (4,496) (4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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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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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440) (47,463)

　非控股權益  14 (189)

  (4,426) (47,652)

股息 7 – –

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8 (0.36)分 (3.7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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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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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311,263 1,337,719

預付租賃款項  94,340 89,538

生物資產  53,649 38,895

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  58,575 –

  1,517,827 1,466,152

流動資產
存貨 10 706,424 1,278,04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1 485,300 256,972

應收票據  117 5,795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164

預付租賃款項  2,468 2,439

可收回稅項  – 396

已抵押銀行存款  8,420 22,657

銀行結餘及現金  247,386 182,906

  1,450,115 1,749,371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 15,526

  1,450,115 1,764,89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2 218,869 283,513

應付票據  8,250 31,768

稅務負債  2,229 2,327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的股息  63 63

銀行及其他借款－一年內到期  1,256,273 1,402,183

融資租賃承擔  50,684 50,684

  1,536,368 1,770,538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相關的負債  – 343

  1,536,368 1,77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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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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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流動負債  (86,253) (5,984)

  1,431,574 1,460,16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039 13,039

儲備  944,793 949,23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57,832 962,272

非控股權益  2,161 2,147

權益總值  959,993 964,419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一年後到期  450,000 450,000

融資租賃承擔  8,834 33,065

遞延稅項負債  12,747 12,684

  471,581 495,749

  1,431,574 1,46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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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法定
  股份 購股權 特別 匯兌 公積金   本公司 非控股
 股本 溢價 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其他儲備 累積溢利 擁有人應佔 權益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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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3,039 202,327 18,055 258,722 (1,019) 141,300 (1,087) 387,206 1,018,543 2,304 1,020,847

期內虧損（未經審核） – – – – – – – (47,315) (47,315) (189) (47,504)

換算境外業務所產生
　的匯兌差額（未經審核） – – – – (148) – – – (148) – (148)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未經審核） – – – – (148) – – (47,315) (47,463) (189) (47,652)

累積溢利撥款（未經審核） – – – – – 3,114 – (3,114) – – –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3,039 202,327 18,055 258,722 (1,167) 144,414 (1,087) 336,777 971,080 2,115 973,195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3,039 202,327 10,264 258,722 (1,249) 149,364 (1,087) 330,892 962,272 2,147 964,419

期內虧損（未經審核） – – – – – – – (4,510) (4,510) 14 (4,496)
換算境外業務所產生
　的匯兌差額（未經審核） – – – – 70 – – – 70 – 70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未經審核） – – – – 70 – – (4,510) (4,440) 14 (4,426)

累積溢利撥款（未經審核） – – – – – 8,291 – (8,291) – –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3,039 202,327 10,264 258,722 (1,179) 157,655 (1,087) 318,091 957,832 2,161 959,993



22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報告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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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84,758 (270,752)

投資活動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81,529) (15,567)

　其他投資活動 9,808 12,83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1,721) (2,732)

融資活動
　籌得的新銀行及其他借款 685,580 574,106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款 (865,177) (139,219)

　其他融資活動 (68,960) (50,957)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48,557) 383,93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增加 64,480 110,446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82,906 77,924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相當於銀行結餘及現金 247,386 18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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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
於本中期報告「公司資料」一節披露。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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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及銷售蘋果及其他水果及飼料的生產及銷售。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本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
司之功能貨幣中國人民幣（「人民幣」）呈報。

2.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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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相同，惟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並於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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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此等準則、
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的影響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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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4. 收入及分類資料

董事會定期審閱按客戶所在地（包括北美、俄羅斯、歐洲、澳洲、亞洲、非洲及
其他地區）劃分的收入及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以作出資源分配的決定。期
內虧損乃執行董事審閱的分類虧損。由於並無其他獨立財務資料可供評估其業
務表現，故並無呈列實體披露以外的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濃縮果汁及相關產品。約85%（二零一三年：86%）收
入來自濃縮蘋果汁及相關產品。

地域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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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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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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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洲 375,710 529,307 41 55

亞洲 234,479 252,480 1,517,786 1,466,097

歐洲及俄羅斯 5,862 53,355

澳洲 10,665 21,859

非洲及其他 137,074 146,882

 763,790 1,003,883 1,517,827 1,46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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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5. 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56 2,892

　－其他司法權區 20 –

 1,276 2,892

遞延稅項 88 (204)

 1,364 2,688

由於開曼群島不會就本公司的收入徵收稅項，故本公司無須繳交任何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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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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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享有15％的優惠稅率。中國
附屬公司將需要就二零一四年申請優惠稅率。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陝
西海升果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陝西海升」）、青島海升果業有限公司（「青島海
升」）、大連海升果業有限責任公司（「大連海升」）、栖霞海升果業有限公司（「栖
霞海升」）及伊天果汁（陝西）有限公司（「伊天陝西」）就其生產濃縮果汁產品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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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為「農產品初加工企業」。因此，陝西海升、青島海升、大連海升、栖霞海升
及伊天陝西於兩年均獲豁免企業所得稅。若干省份須於二零一四年就「農產品初
加工企業」申請稅項豁免。

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 Haisheng International Inc.是一家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在美利堅合眾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受15%至35%遞增企業及聯邦稅率影
響。

6. 期內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董事酬金 1,097 1,165

其他員工成本 25,509 27,97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194 5,664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 –

總員工成本 32,800 34,808

計入行政開支內的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598 57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9,335 47,79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75 65

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確認之存貨成本 634,232 883,98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0,817) –

銀行利息收入 (571)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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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三
年：無）。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人民幣4,510,000元（二零
一三年：人民幣47,315,000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1,260,000,000股（二零一三年：
1,260,000,000 股）計算。

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
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本公司購股權獲行使，原因為行使將使每股虧損下跌。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約人民幣81,529,000元之開支。

10. 存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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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0 19,507

在製品 90,501 200,673

製成品 596,403 1,057,862

 706,424 1,27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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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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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044 108,504

減：呆賬撥備 (5,107) (5,107)

 233,937 103,397

增值稅及其他應收稅項 56,737 101,578

墊款予供應商 83,556 25,516

其他 111,070 26,481

 485,300 256,972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30至90日的信貸期。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約為各收入確認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減呆賬撥備
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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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賬齡：
　0-90天 233,937 103,021

　91-180天 – 376

 233,937 10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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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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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60 155,661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 3,380 5,347

客戶墊款 60,050 29,990

應計工資 9,594 6,001

應計利息 1,005 28,583

其他應付稅項 21,213 16,316

就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已收按金 – 21,000

其他 49,067 20,615

 218,869 283,513

本集團獲其供應商給予90至180日的信貸期。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
易應付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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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賬齡：
　0-90天 47,966 113,281

　91-180天 12,866 26,267

　181-365天 10,569 12,732

　1年以上 3,159 3,381

 74,560 15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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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本承擔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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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列各項已簽約但未於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內預提的開支
　－物業、廠房及設備 39,970 2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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