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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該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本
公司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
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市場狀況

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較上年同期增長7.1%，增幅較二零零八年度回落（二
零零八全年增幅9%）；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下降1.1%；二零零九年六月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亦較上
年同期下降7.8%；消費品零售總額較上年同期增加15%。對比第一季度資料，第二季度雖表現出整體經濟企穩向好的趨
勢，但仍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回顧期」），集團錄得收益人民幣4,512.2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之人民幣5,036.7百
萬元下降10.4%。毛利於回顧期內上升9.2%至人民幣1,889.7百萬元，而毛利率則由去年同期之34.3%至41.9%增長
7.6%。期內毛利及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原材料價格下降，以及成功調整產品銷售策略，削減部分毛利偏低產品。隨著
集團積極加強產品推廣以擴大客戶基礎，期內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增加至人民幣1,299.8百萬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人民
幣1,220.8百萬元）。期內行政開支增加21.5%至人民幣171.9百萬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人民幣141.5百萬元）主要因為
折舊及攤銷支出上升。受惠於回顧期內人民幣匯率持續穩定，以及集團在二零零八年度已把大量銀行外幣存款兌換成人民
幣以減低貨幣風險，匯兌虧損大減，致使期內融資收入淨額大幅上升至人民幣19.5百萬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融資成本淨
額：人民幣90.8百萬元）。加上，回顧期內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轉虧為盈至人民幣58.7百萬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虧損：人民
幣8.5百萬元），引致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大幅增加至人民幣426.8百萬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人民幣212.2百
萬元）；此外，期內受惠於香港股市暢旺，令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除稅淨額）增加至人民幣84.1百萬元（二零零
八年上半年虧損：人民幣27.4百萬元），最終致使期內總全面收益亦大幅增加至人民幣522.3百萬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
人民幣184.7百萬元）。

業務回顧

方便麵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方便麵銷售業績完成人民幣958.0百萬元（含乾脆麵），較二零零八年同期減少
26.7%。為強化經營體質，在二零零八年七月，方便麵對產品結構進行調整，刪減了銷量大，毛利低的品項，加上經濟增
長放緩，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銷售業績較去年同期減少，但毛利率（30.5%）得到改善，較二零零八年（22.4%）大幅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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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經營重點為培養全國性大口味，對重點產品老壇酸菜牛肉面，進行地面推廣與空中媒體相結合，讓
消費者全方位體驗完美酸爽感覺，得到不少好評，未來有機會將其培養成為市場主流口味。

乳飲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乳飲事業整體銷售業績為人民幣3,531.0百萬元。

果汁飲料
雖受到新品檸檬口味的衝擊，市佔率有所下降（Nielson最新資料，市佔率15.1%），但仍居第二品牌，且目前有止跌回升之
勢。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果汁事業的經營，有三大亮點：1）校園美譽度的提升：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啓動校園行銷－“2009漂
亮行動橙就夢想－統一鮮橙多校園經營實戰大賽”，在全國9省197所高校盛大舉行，讓大學生得以在金融危機時期，在步
入社會前，有機會學習事業經營與社會實踐的經驗，同時讓統一鮮橙多的品牌訴求與產品體驗深入校園。2）既有產品精
耕與擴大銷售網絡滲透：多果汁系列（鮮橙多，蜜桃多，葡萄多）大小包裝及番茄汁在全國各區域及各級通路持續擴張與通
路下沈。3）口味多樣化：在多元化的策略下，現有產品的優化及不同濃度別的新產品開發都持續穩步進行。

茶飲料
上半年雖然遭遇到異常激烈的價格競爭，集團依然堅持做好“通路服務品質”、提升“品牌價值”的既定原則積極開發市場。
統一冰紅茶與美國職業籃球火箭隊合作開展“一分百金 •為愛灌籃”慈善捐贈活動，讓廣大關注籃球的中國年輕消費者積極
參與其中，得到消費者的積極回應。統一綠茶堅持健康生活的主張，積極參與青海三江源的“保護母親河”公益專案，在全
國最優秀的50所大學選拔“綠種子”，邀請廣大青年學子參與這一有意義的活動，受到廣大學生的熱烈回應。通過該類品
牌活動，提升品牌的美譽度。自二零零九年六月份開始，市場面因上半年的鋪墊逐步發力而轉好，相比二零零八年六月
份，二零零九年六月份茶增長15.2％，其中冰紅茶成長超過36％；預期下半年整體茶將有超過20％的成長，統一茶飲料
的市場佔有率會逐步回升。二零零九年上半年，配合集團的通路精耕政策，針對茶飲料的不同競爭態勢省份，採取針對性
的經營策略，通過專案操作的方式在重要地級市建立統一的優勢區域，從點到面，拉近與競品的差距，為未來的發展打好
基礎。在六月底，針對13－18歲的年輕人的綠茶新口味（冰醇茉莉）在6個城市進行試銷，反響很好；預期新品的加入，會
加速下半年的增長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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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分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3,340.2百萬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
幣3,272.9百萬元）。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4,574.5百萬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4,202.1百萬元），流動
負債則約為人民幣1,913.1百萬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1,376.5百萬元）。或然負債約為人民幣220.0

百萬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246.7百萬元）。本集團保持良好財務流動性，流動資產淨額約為人民幣
2,661.4百萬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2,825.6百萬元）。本集團總借貸包括銀行借貸約為人民幣50.0百
萬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8.6百萬元），均須於一年內償還。由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較借貸總額
高，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為負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借貸 1,836,093 1,348,389

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40,217) (3,272,859)

負債淨額 (1,504,124) (1,924,470)

總權益 6,106,947 5,742,542

總資本 4,602,823 3,818,072

資本負債比率（負數） (32.68%) (50.4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進行任何資產抵押。

財務政策

本集團一直堅持的審慎理財原則，回顧期內業務增長雖受到國內主要市場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略遜預期，集團整體財務狀
況保持穩健，資本負債比率仍處於低水平並錄得淨現金狀況。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營運資源、於二零零七年上市籌集的資
金及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借貸作為營運及業務開發資金。本集團之借貸均由本集團附屬公司運用，按利率計息。為提
高銀行存款收益，本集團運用部份銀行存款購買銀行保本型理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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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中國針對金融危機實施的一攬子計劃已見成效，經濟形勢正處於良好勢頭，需然仍存變數，但與世界經濟環境相比讓我們
感到樂觀。本集團會把握未來的市場機遇，繼續推出多元化優質產品；積極鞏固及開拓市場、與消費者建立更緊密的聯系
和持續優化產品組合，提高產品邊際利潤；加強高質素內部營運、人資及財務管理，增加成本效益；嚴格執行品質監控程
序，確保產品符合安全標準，為集團提升企業價值、持續發展及維持股東利益等目標作出貢獻。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總人數為18,164人。本集團與僱員訂立個別僱傭合約，當中涉及工資、國家各
項津貼、社會保障福利、僱員福利、工作場所安全及衛生環境、商業秘密的保密責任以及終止條件等。除了與中級及高級
管理層人員之僱傭合約外，該等僱傭合約為期一年至三年，新進員工試用期為二個月。為繼續提升管理層人員及其他僱員
的技術及專業，本集團積極投放資源於僱員的持續進修及訓練計劃。我們為僱員安排內部及外部在職培訓課程，以增進其
技術及專業知識。該等培訓課程範圍包括基礎生產程式及技術訓練的深造班，以至管理人員的專業發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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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顯示，以下股東已知會
本公司彼等於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相關權益：

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Cayman President Holdings Ltd. 實益擁有人 2,645,090,000 73.49%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 受控制法團權益 2,645,090,000 73.49%

T.Rowe Price Associates, Inc. 投資經理 179,996,000 5.00%

 及聯屬公司

附註：

(1) Cayman President Holdings Ltd.為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統一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被視為或當作於Cayman President Holdings Ltd.實益擁有之2,645,090,00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短倉，並記錄於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

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概無根據本公司按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採納
之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並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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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所備存之登記冊之紀錄，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買賣
證券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擁有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於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於二零零九年
法團名稱及其相關  18周歲以下子女   六月三十日之
股東之姓名 個人權益 或配偶之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持股百分比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清愿 84,511 200,602 – 285,113 0.01%

林蒼生 33,060,474 2,302,038 – 35,362,512 0.95%

林隆義 1,224,589 976,139 – 2,200,728 0.06%

羅智先 2,781,463 60,988,412 – 63,769,875 1.71%

林武忠 652 – – 652 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擁有任何須於記錄於
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備存之登記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於本公司及其任何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益或短倉。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規範董事之證券交易。各位董事在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全部
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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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包括范仁達先生、陳聖德先生、林隆義先生及路嘉星先生，其中除了林隆義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全部均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以及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向董事會建議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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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中環
太子大廈22樓
電話 +(852) 2289 8888
傳真 +(852) 2810 9888
pwchk.com

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致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1至32頁的中期財務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貴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
關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附
註解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的報告必須符合以上規則的有關條文以及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編製及列報該等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該等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之條款僅向
整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以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審閱
中期財務資料主要包括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宜之人員作出查詢，及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
審核準則進行之審核範圍為小，故不能令我們可保證我們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
表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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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按照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編製。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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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千元）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已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 7 169,929 171,952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2,079,286 1,956,937

無形資產 7 13,211 8,38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363,324 306,44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8 295,676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 411,847 394,657

遞延所得稅資產  116,882 84,480

  3,450,155 2,922,857

流動資產   

存貨  467,359 551,46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368,546 221,50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7,342 115,486

其他流動金融資產 11 210,000 30,0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51,004 10,80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40,217 3,272,859

  4,574,468 4,202,124

總資產   8,024,623 7,124,981



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   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
12

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千元）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已審核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34,047 34,047

股份溢價 12 2,243,980 2,243,980

其他儲備 

　－建議股息  － 171,909

　－其他  3,828,920 3,292,606

總權益   6,106,947 5,742,54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貼  4,597 5,956

  4,597 5,95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3 585,338 513,00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00,755 821,139

借貸 14 50,000 8,562

其他長期負債－即期部分  － 5,685

即期所得稅負債  76,986 28,094

  1,913,079 1,376,483

總負債  1,917,676 1,382,439

權益及負債總額   8,024,623 7,124,981

流動資產淨額  2,661,389 2,825,64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111,544 5,748,498

第17頁至32頁之附註構成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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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千元）

未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收益 6 4,512,200 5,036,742

銷售成本 15 (2,622,526) (3,306,954)

毛利  1,889,674 1,729,788

其他虧損－淨額  (3,184) (8,693)

其他收入  39,251 23,728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5 (1,299,805) (1,220,792)

行政開支 15 (171,934) (141,536)

經營溢利  454,002 382,495

融資收入  22,351 41,934

融資成本  (2,823) (132,754)

融資收入╱（成本）－淨額  19,528 (90,82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虧損）  58,747 (8,48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8 (998) －

除所得稅前溢利   531,279 283,193

所得稅開支 16 (104,434) (71,01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426,845 212,17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元列值）
 －基本及攤薄 17 11.86分 5.90分

股息 18 － －

第17頁至32頁之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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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千元）

未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期內溢利 426,845 212,176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除稅淨額 84,140 (27,449)

重新分類一項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為
　聯營公司後轉撥公平值虧損 11,324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22,309 184,727

第17頁至32頁之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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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未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留存盈利 合計

 （附註12） （附註12）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33,370 1,960,248 2,091,829 1,099,380 5,184,827

期內溢利 － － － 212,176 212,176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除稅淨額 － － (27,449) － (27,449)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之全面收益總額 － － (27,449) 212,176 184,727

出售企業合併中收購之物業、廠房及
　設備後轉撥重估儲備 － － (156) 156 －
發行股份（經扣除發行費用） 677 281,732 － － 282,409

 677 281,732 (156) 156 282,409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34,047 2,241,980 2,064,224 1,311,712 5,651,963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結餘 34,047 2,243,980 2,087,683 1,376,832 5,742,542

期內溢利 － － － 426,845 426,845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除稅淨額 － － 84,140 － 84,140
重新分類一項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為
　聯營公司後轉撥公平值虧損 － － 11,324 － 11,32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之全面收益總額 － － 95,464 426,845 522,309

應佔聯營公司之收購前溢利及儲備 － － 4,226 11,888 16,114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後轉撥重估儲備 － － (2,109) － (2,109)
出售企業合併中收購之物業、廠房及
　設備後轉撥重估儲備 － － (507) 507 －
與二零零八年有關之股息 － － － (171,909) (171,909)

 － － 1,610 (159,514) (157,90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34,047 2,243,980 2,184,757 1,644,163 6,106,947

第17頁至32頁之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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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未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786,592 372,897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添置聯營公司  (232,336) －
支付租賃土地款項  － (17,369)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11,970) (116,189)

購買無形資產   (11,891) (25,42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2,456 1,838

金融資產投資增加  (180,000) (205,773)

添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77) (208,026)

自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7,649 －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所得款項  39,691 －

投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  (586,578) (570,943)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經扣除股份發行費用）  － 282,409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14 50,000 139,543

償還銀行借貸 14 (8,562) (354,518)

向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支付股息  (171,909) －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的淨現金  (130,471) 67,43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增加╱（減少）淨額  69,543 (130,612)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72,859 3,411,8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𣾀兌虧損  (2,185) (137,075)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40,217 3,144,181

第17頁至32頁之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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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1 一般資料

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
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註冊辦公室之地址為PO Box 309GT, Ugland House, Sou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飲料及方便麵業務。

本公司之股份自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除另有說明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千元呈列，並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獲董事會批
准予以刊發。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該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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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3 會計政策

除以下所述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該等會計政策已在年度財務報表中詳述。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收購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額外股權，該公司成為本集團聯營公司。聯
營公司為本集團可對其施加重大影響力但非控制權之實體。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採用權益會計法列賬，並按成本值作
出初步確認。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包括收購時取得之商譽（經扣除任何累積減損）。商譽指於收購日期之收購
成本高於本集團所佔購入聯營公司可識別資產淨值之公平值差額。商譽進行減值測試，並按成本減累計減值虧損列
賬。商譽之減值虧損不會撥回。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盈虧包括與該售出聯營公司有關之商譽之賬面值。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收購後溢利或虧損於綜合收益表內確認，而其應佔收購後儲備變動則於儲備內確認。累積收購
後變動就投資賬面值作出調整。倘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虧損等於或多於其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包括任何其它無抵押
應收賬款），本集團不會進一步確認虧損，除非其已產生負債或代聯營公司作出支付。

中期的所得稅以適用的全年預期總收入的應計稅率計算。

下列新訂準則及對準則之修訂必須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生效。

與本集團營運相關：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報」。此項經修訂準則禁止在權益變動表中呈列收入及支出項目
（即「非擁有人的權益變動」），並規定「非擁有人的權益變動」必須與擁有人的權益變動分開呈列。所有「非擁
有人的權益變動」將需要在業績報表中呈列。

 實體可選擇在一份業績報表（全面收益表）中，或在兩份報表（收益表和全面收益表）中呈列。本集團選擇呈報
兩份報表：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此中期報告乃按照經修訂的披露要求編制。

‧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本）「借貸成本」。此項修訂規定實體將收購、興建或生產一項合資格資產（即需要頗
長時間籌備使用或出售之資產）直接應佔之借貸成本資本化，並列為該資產之部分成本。將該等借貸成本即時
作費用支銷之選擇將被取消。鑑於本集團已採納可供選擇的處理方法，即根據原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將合資
格資產應佔之借貸成本予以資本化，因此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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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3 會計政策（續）

與本集團營運相關：（續）

‧ 香港財務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此項準則要求採用「管理方法」，即
分部資料須按照與內部報告所採用的相同基準呈報。

 營運分部的報告方式已與向管理層提供的內部報告方式接軌。

‧ 香港財務準則第7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此修訂新增有關計量公平值之披露規定及補充披露流動資金
風險之現有原則，亦就計量公平值披露引入三層級系，並規定於級系中的最低層次就金融工具作出若干指定
量化披露。此外，此修訂澄清並提高披露流動資金風險的現有規定，要求就衍生及非衍生金融負債分別進行
流動資金風險分析。同時，對於財務資產作到期分析，此舉更能了解流動資金風險之本質及背景，本集團會
將有關附加之披露呈列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與本集團營運不相關：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金融工具：呈列」。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9號﹙修訂本﹚「重新評估附帶衍生工具」及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修訂
本﹚「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3號「客戶忠誠度計劃」。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5號「房地產建築協議」。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6號「海外業務淨投資的對沖」。

香港會計師公會亦已頒佈多項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準則及對準則或詮釋之修訂。本
集團尚未提早採納此等準則。

4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之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各方面均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者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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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鍵會計估算及判斷

管理層作出之關鍵會計估算及判斷均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者一致。

6 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被認定為主要營運決策人。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根據該等報
告劃分營運分部。

由於本集團90%以上之銷售及業務活動於中國進行，執行董事僅從產品角度考慮業務。管理層從產品角度評估飲
料、方便麵及其他分部之表現。

執行董事根據分部盈虧評估營運分部之表現。向執行董事提供之其他資料﹙下述者除外﹚按與財務報表一致之方式
計量。

分部間並無進行銷售。向執行董事呈報之來自外界各方收益按與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一致之方式計量。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飲料 方便麵 其他 未分配 本集團

分部業績
收益 3,530,954  958,048  23,198  － 4,512,200

分部溢利╱（虧損） 542,748 (26,305) (5,414) (57,027) 454,002

融資收入－淨額     19,528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57,654 － － 1,093 58,74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520 － － (1,518) (998)

除所得稅前溢利     531,279

所得稅開支     (104,434) 

期內溢利     426,845

其他收益表項目
折舊及攤銷 111,646 37,613 3,497 1,920 154,676

資本開支 239,703 24,919 476 21,078  28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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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飲料 方便麵 其他 未分配 本集團

分部資產及負債
資產 2,372,279 703,066 29,514 4,260,764 7,365,62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361,788 － － 1,536 363,32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23,694 － － 71,982 295,676

資產總額 2,957,761 703,066 29,514 4,334,282 8,024,623

負債總額 1,329,540  339,898  9,126  239,112 1,917,676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飲料 方便麵 其他 未分配 本集團

分部業績
收益 3,713,851 1,306,627 16,264 － 5,036,742

分部溢利╱（虧損） 459,863 (9,046) (10,800) (57,522) 382,495

融資成本－淨額     (90,82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8,482) － － － (8,482)

除所得稅前溢利     283,193

所得稅開支     (71,017)

期內溢利     212,176

其他收益表項目
折舊及攤銷 99,224 71,728 4,710 2,461 178,123

資本開支 109,118 15,378 4,928 225 129,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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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飲料 方便麵 其他 未分配 本集團

分部資產及負債
資產 2,200,377 726,283 34,518 3,857,355 6,818,53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306,448 － － － 306,448

總資產 2,506,825 726,283 34,518 3,857,355 7,124,981

總負債 937,268 354,693 16,130 74,348 1,382,439

7 租賃土地、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物業、
 租賃土地 廠房及設備 無形資產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171,952  1,956,937  8,383 

添置 － 279,970  6,206 

出售 － (6,346)  －
折舊及攤銷 (2,023)  (151,275)  (1,378)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 169,929  2,079,286  13,211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158,438 1,889,691 56,258

添置 17,369 111,655 625

出售 － (2,005) －
折舊及攤銷 (1,832) (148,662) (27,629)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 173,975 1,850,679 2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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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市證券 223,694 －
非上市證券 71,982 －

 295,676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變動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於一月一日 － －
收購聯營公司（附註 (a)）  －
 －投資增加 158,836 －
 －轉撥自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相關公平值儲備 48,224 －
 －應佔聯營公司之收購前溢利及儲備 16,114 －
於聯營公司之新投資（附註 (b)） 73,500 －
應佔收購後業績 (998) －

於六月三十日 295,676 －

附註：

(a)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本集團完成收購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安德利果汁」）已發行股本總額中之額外
10.58%，代價約人民幣158,836,000元，本集團於安德利果汁已發行股本總額中之合共權益由約4.43%增至15.00%。本集
團開始對安德利果汁擁有重大影響力，因此將於安德利果汁中之投資計算為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b)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本集團及其他第三方投資者就投資於在中國從事食品及飲料業務的公司，成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華穗
食品創業投資企業（「華穗食品」）。本集團同意以總認購價人民幣245,000,000元認購華穗食品合共39.74%的註冊資本。於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作出資本注資人民幣73,500,000元，相當於已承諾認購之30%。



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   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
24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市證券 292,481 245,630

非上市證券 119,366 149,027

 411,847 394,65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變動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於一月一日 394,657  231,164

添置 177  208,026

出售 (33,811) －
轉撥至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5,042) －
公平值變動於權益中確認 85,866  (32,260)

於六月三十日 411,847 406,930

除以港元計值之上市證券外，餘下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以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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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收貿易賬款
 －第三方 377,756  231,873

 －關聯方 3,452  1,513

 381,208 233,386

減：減值撥備 (12,662)  (12,114)

 368,546  221,272

應收票據－第三方 － 23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淨值 368,546 221,509

本集團通常授予客戶60日至90日之信用賬期。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
　－90日內  346,583 198,966

　－91-180日 25,185 24,631

　－181-365日 3,264  3,267

　－一年以上 6,176  6,522

 381,208  233,386

11 其他流動金融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其他流動金融資產約人民幣210,0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30,000,000元﹚指於
香港及海外商業銀行發行之非上市計息金融產品之投資。該等金融產品期限為三至六個月。



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   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
26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12 股本及溢價

(a) 股本及股份溢價

已發行及繳足
 股份數目 股本 股份溢價 合計
  

   相等於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3,599,445,000 35,994 34,047 2,243,980 2,278,027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3,526,810,000 35,268 33,370 1,960,248 1,993,618

股份發行所得款項
 －超額配股權 72,635,000 726 677 281,732 282,409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3,599,445,000 35,994 34,047 2,241,980 2,276,027

(b)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採納根據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書面決議案所通過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該計劃項下可能
發行之股份總數目不得超過352,681,000股，佔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日期），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目約10%。該計劃項下已授出購股權之一般歸屬期每年不超過20%，且歸屬期期間的
起始從授出購股權日期始不得少於一年及不得超過十年。該計劃將持續有效直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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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付貿易賬款
 －第三方 517,674 477,843

　－關聯方 27,755 33,168

 545,429 511,011

應付票據－第三方 39,909 1,992

 585,338 513,003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付貿易賬款
　－180日內 539,041 502,987

　－181至365日 4,913 1,862

　－超過一年 1,475 6,162

 545,429 5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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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借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短期銀行借貸 50,000 8,562

借貸變動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於一月一日 8,562 296,175

借貸所得款項 50,000 139,543

償還借貸 (8,562) (354,518)

於六月三十日 50,000 81,200

本集團擁有下列未提取之銀行借貸額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浮動利率，到期超過一年 1,825,713 1,7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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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費用性質

包含於銷售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及行政開支之費用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所用原材料、包裝材料、易耗品及購買的商品 2,139,572 2,828,358

成品存貨變動 60,593 40,984

促銷及廣告費用 694,628 618,474

員工福利開支 488,929 451,148

運輸費用 206,862 244,626

租賃土地、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
　無形資產之攤銷及折舊 154,676 178,123

樓宇經營租賃 30,865 28,281

（撥回撇減）╱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2,383) 530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 816 377

水電費 53,289 48,738

外包生產開支 66,309 67,304

其他 200,109 162,339

總計 4,094,265 4,669,282

1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即期所得稅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40,419 81,089

遞延所得稅 (35,985) (10,072)

 104,434 71,017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因此，本公司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

所得稅開支根據管理層對預期整個財政年度之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稅率之估計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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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所得稅（續）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本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照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全國人大批准的中國企
業所得稅法及相關規例（「新企業所得稅法」）計算及繳納企業所得稅。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國內及海外投資企業之
所得稅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統一為25%。就於新企業所得稅法公佈前成立，並獲有關稅務機關授予減免企業
所得稅率之稅務優惠的企業而言，新企業所得稅率將於新企業所得稅法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當日起計五年內
由優惠稅率逐步遞增至25%。就享有減免企業所得稅率15%之地區而言，根據相關條例的過渡守則，稅率將分別於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逐步遞增至18%、20%、22%、24%及25%。現
時於指定期間內享有標準所得稅率豁免或減免之企業可繼續享有有關稅務優惠，直至有關期限屆滿為止。

1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426,845 212,176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599,445 3,595,055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元計） 11.86分 5.90分

由於並無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一致。

18 股息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支付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關之股息，為人民幣171,909,000元（二零零八
年：零）。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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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或然負債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提供予關聯方之擔保 219,987 246,691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本集團持有50%之共同控制實體今麥郎飲品（北京）有限公司之銀行借貸及融資
租賃提供擔保，金額約人民幣220,00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47,000,000元）。

20 關聯方交易

若其中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另一方或對另一方的財務及經營決策產生重大影響，則這兩方被稱之為關聯
方。若雙方處於共同的控制之下則亦被認為是關聯方。

本集團之最終控股母公司為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統一企業」）。

除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另有披露外，與關聯方進行的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商品銷售： (i)

統一企業之附屬公司  10,495 9,697

本集團之共同控制實體  29 2,271

原材料及成品採購： (i)

統一企業之附屬公司  240,192 200,545

本集團之共同控制實體  6,831 17,026

諮詢服務收入： (ii)

統一企業之附屬公司  167 190

本集團之共同控制實體  336 392

租金收入： (iii)

統一企業之附屬公司  9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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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聯方交易（續）

附註：

(i) 上述銷售及購買乃根據相關協議之條款進行。

(ii) 來自關聯方的諮詢服務（指管理諮詢服務、資訊系統維護支持及員工培訓服務）收入，乃根據雙方訂立的協議條款收取。

(iii) 租金收入指來自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之收入，根據雙方訂立的協議條款收取。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薪金、花紅及其他福利 3,775 4,149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 only
 僅供識別

(a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tock Code 股份編號: 220)

(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
(a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tock Code 股份編號: 220)

(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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