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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公司資料

董事 執行董事
桂平湖先生（董事長）
張源女士（首席執行官）
徐麗女士
朱飛飛女士

非執行董事
許春濤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蔣伏心先生
馮晴女士
鄭嘉福先生

審核委員會 鄭嘉福先生（主席）
蔣伏心先生
馮晴女士

薪酬委員會 馮晴女士（主席）
鄭嘉福先生
朱飛飛女士

提名委員會 蔣伏心先生（主席）
馮晴女士
徐麗女士

戰略發展委員會 桂平湖先生（主席）
鄭嘉福先生
蔣伏心先生

聯席公司秘書 支卉女士
甘美霞女士 FCS (PE), F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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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公司資料

註冊辦事處及總部 中國
江蘇省
南京
玄武區
長江路188號
德基大廈30樓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康樂廣場1號
怡和大廈40樓

授權代表 桂平湖先生
甘美霞女士 FCS (PE), FCIS

法律顧問 香港法律
趙不渝馬國強律師事務所
香港
康樂廣場1號
怡和大廈40樓

中國法律
永衡昭輝律師事務所
中國
江蘇省
南京
珠江路222號
長發科技大廈13層

合規顧問 中國平安資本（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北角
電氣道169號2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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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公司資料

H股證券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主要往來銀行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城東支行
中國
江蘇省
南京
中山東路482號

中國農業銀行馬群支行
中國
江蘇省
南京
栖霞區
馬群街2-16號

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
干諾道中111號
永安中心25樓

股份代號 3332

公司網站 www.zs-un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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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

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2013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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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財務摘要
2014年上半年

財務摘要

‧ 營業額增加11.6%至人民幣96.0百萬元（2013年上半年：人民幣86.0百萬元）

‧ 毛利增加15.1%至人民幣86.0百萬元（2013年上半年：人民幣74.7百萬元）

‧ 本期利潤增加10.4%至人民幣32.8百萬元（2013年上半年：人民幣29.7百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減少20.0%至人民幣4分（2013年上半年：人民幣5分）

‧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2013年上半年：人民幣26百萬元）



零售網絡及產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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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輔酶 Q10 片╱膠囊

康爾膠囊

亞麻酸軟膠囊

康赫酵素 維思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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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鴯鶓油膠囊

橄欖葉提取液

阿薩伊膠囊

綠芝膠囊

瑪咖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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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奶粉產品

DHA 複合藻油有機塔斯馬尼亞
灌木蜂蜜

Omega-3軟膠囊 蛋白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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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業務回顧

2014年上半年，本集團抓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龐大而快速增長的補充劑行業的高增長機遇。本集團
的收入及盈利均維持雙位數增長。本集團的營業額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86.0百萬元增至截至2014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6.0百萬元，增幅約為11.6%。整體毛利率由2013年上半年的約86.9%微增至截至2014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89.6%，乃主要由於本集團調整銷售組合，增加中國研發製造的營養膳食補充劑的銷售
所致。本集團的純利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9.7百萬元增至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2.8百萬
元，增幅約為10.4%。

2014年上半年，中國營養膳食補充劑行業持續增長，乃主要受惠於消費者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加及日漸意識到
營養膳食補充劑的益處所致。憑藉以品牌建設為重點的專賣店商業模式、龐大及多元化的產品組合，本集團
相信其具備足夠條件，可抓住具吸引力的市場機遇，並在營業額、利潤及客戶基礎方面錄得強勁增長。

本集團已在目標市場具有較高品牌知名度，並擁有多元化的產品組合。本集團專注透過以中生及康培爾品牌
經營的零售店進行品牌建設。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發售63項既有產品及新產品，其中包括14項中生
系列產品及49項康培爾系列產品。此外，本集團於2014年上半年推出3項中生系列產品及12項康培爾系列產
品。

為加快產品研發，本集團已採用市場為本的研究及產品開發流程，從而滿足不斷轉變的消費者需要及要求。
本集團產生的研發成本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0.4百萬元增至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0.5百萬
元，乃主要由於本集團加強海洋及植物提取物的研發，其中阿薩伊膠囊及瑪咖粉膠囊自推出以來頗受市場歡
迎。此外，本集團與大型研發機構合作推出提取自雪蓮細胞培養物的新產品，如2014年上半年推出的寶姿雪
蓮飲。

2014年上半年，本集團持續參與各類營銷及推廣活動，以加深客戶對產品的認知。該等活動包括(i)在中國的
主要節假日開展季節性推廣及折扣活動；(ii)參加南京老年博覽會、上海國際保健食品展銷會及濟南老年博覽
會等展銷會；及(iii)投放媒體廣告、購物中心平面廣告及互聯網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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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本集團快速增長的零售網絡及多元化銷售平台令本集團能夠服務廣大的客戶群體。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
集團擁有覆蓋中國16個省份及直轄市的34個城市的多元化銷售平台。本集團在中國的多元化銷售平台主要包
括中生品牌零售店（20家專賣店、14家地區銷售中心及1家百貨專櫃），及42家康培爾品牌零售店。中生品牌
零售店主要位於商業中心區、設施完善的住宅區域或地方交通中心。康培爾品牌零售店主要位於大型高檔購
物中心。2014年上半年，除開設康培爾網店(http://conbair.tmall.com)外，本集團已與大型企業及銀行開發微
信支付平台及其他合作平台。

財務回顧

業績

本集團於2014年上半年的營業額為人民幣96.0百萬元，較2013年同期的人民幣86.0百萬元增加約11.6%。半年
利潤由2013年的人民幣29.7百萬元增加約10.4%至2014年的人民幣32.8百萬元。按2014年上半年已發行股份加
權平均數約818,700,000股（2013年上半年：565,500,000股）計算，本公司的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4分（2013

年上半年：人民幣5分）。2014年上半年財務業績有所增長乃主要由於增加中國研發製造的營養膳食補充劑的
銷售所致。

營業額

本集團的營業額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86.0百萬元增加約11.6%至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96.0百萬元。中生系列產品銷售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36.6百萬元增加約55.0%至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56.9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輔酶Q10片╱膠囊等中生系列產品持續增
長。澳大利亞或新西蘭製造的食品和營養膳食補充劑的銷售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8.5百萬元減少約20.0%

至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8.5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對康培
爾系列產品營銷推廣活動較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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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74.7百萬元增至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6.0百萬元。本
集團的平均毛利率則由2013年上半年的約86.9%增至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89.6%。毛利率增加主
要是由於產品組合變化及客戶基礎擴大所致。客戶基礎擴大乃由於營銷渠道增加、新客戶增加、忠誠客戶重
覆購買及銷售員工的銷售能力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0.6百萬元減至2014年上半年的人民幣0.2百萬
元，主要是由於港元換算為人民幣產生淨匯兌虧損所致，其影響由銀行存款及購自銀行的理財產品的利息收
入增加所抵銷。

銷售及經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經銷開支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2.2百萬元增加約13.5%至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人民幣25.2百萬元，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約25.8%及26.3%。有關增加主要是由於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迅速開設14家康培爾零售店，導致員工費用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1.3百萬元增至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13.6百萬元；及門店租金及相關租賃開支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6百萬元增至截至2014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7百萬元。以上影響因營銷及推廣開支減少而被部分抵銷。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0.8百萬元增加約48.0%至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6.0百萬元，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約12.0%及16.0%。有關增加主要是由於(i)顧問費由人民幣0.2百萬元增至人
民幣4.1百萬元；(ii)差旅及交通費由人民幣0.4百萬元增至人民幣0.8百萬元；及(iii)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由人
民幣1.2百萬元增至人民幣1.8百萬元所致。以上影響因其他行政開支減少而被部分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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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上市開支

本集團於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產生的上市開支包括估值開支及與本集團首次公開發售有關的法律及
其他專業意見的顧問服務。由於本公司於2014年1月15日（「上市日期」）上市，2014年上半年已產生並確認上
市開支人民幣2.1百萬元。

稅項

所得稅開支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0.6百萬元減少約5.0%至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0百萬
元，主要是由於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及暫時差額產生的遞延稅項微幅減少所致。本集團於截至2013年及2014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實際稅率均約為23%。

本期利潤

基於上文所述，本集團的本期利潤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9.7百萬元增至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
民幣32.8百萬元。增加是由於營業額由2013年上半年的人民幣86.0百萬元增至2014年上半年的人民幣96.0百萬
元，以及有效控制銷售成本所致。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存貨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存貨減至人民幣4.5百萬元（於2013年12月31日：人民幣7.1百萬元），主要是由於
銷售部與採購部召開每月例會得以有效控制存貨水平，以及更準確地預測客戶需求所致。本集團的存貨包括
原材料、在製品、製成品及採購品。2014年上半年，存貨週轉天數約為106天（2013年上半年：192天）。截
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存貨週轉天數縮短主要是由於大幅增加中國研發製造的營養膳食補充劑的銷售所
致。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為人民幣4.2百萬元（於2013年12月31日：人民幣2.1百萬元）。於
2014年上半年，獨家經銷商一般獲授予30天的信貸期，而康培爾零售店的購物中心則獲授予15天至60天的信
貸期。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增至6天（2013年上半年：1天），主要是由於來自涉及授予信貸期的位於購物
中心的康培爾零售門店的康培爾系列產品的銷售增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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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貿易應付款項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為人民幣0.4百萬元（於2013年12月31日：人民幣0.6百萬元）。貿易
應付款項週轉天數減少至9天（2013年上半年：17天），主要反映本集團與供應商的結算更即時。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進行業務交易，管理層認為本集團營運所面臨的匯率風險並不重大。因此，於2014

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2014年上半年，大部分銀行結餘以本集團首次公開
發售籌集的港元計值，有關結餘已換算為人民幣。因此，本集團產生匯兌虧損約人民幣4.0百萬元（2013年上
半年：匯兌收益人民幣0.1百萬元）。

借款及資產抵押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0%（2013年上半年：0%），因為於2013年及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銀
行借款及資產抵押。

資本開支

於2014年上半年，本集團斥資人民幣2.4百萬元（2013年上半年：人民幣6.2百萬元）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人民幣1.0百萬元（於2013年12月31日：人民幣1.1百萬元），全部與收
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於2013年12月31日：無）。

前景

2014年下半年，本集團將堅守以品牌建設為重點的專賣店商業模式以吸引大多數現有及潛在消費者，同時為
客戶提供健康解決方案，使本集團能夠從營養膳食補充劑市場的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

本集團持續開發新產品，致力藉此抓緊每個機會成為業內領先的營養膳食補充劑供應商。於本報告日期，本
集團已(i)向中國政府部門遞交一份新保健食品及兩份新營養膳食補充劑產品申請；(ii)有一項新產品正在生產
階段；及(iii)康赫大麥嫩苗青汁飲（固體飲料）、寶姿雪蓮飲（果汁飲料）及康赫酵素（濃縮型水果發酵飲料）
等三項新產品已投放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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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本集團將繼續參加各座城市舉辦的頗具規模及知名度的老年保健博覽會，如2014年9月將在廣州舉辦的中國
大型營養膳食補充劑產品及保健食品博覽會，以提升消費者對本集團營養膳食補充劑產品的認知。

董事會及董事長對本集團的未來發展極具信心。為創造更美好將來，本集團在業務發展方面採取積極及務實
的態度，致力擴大銷售網絡、鞏固全國銷售覆蓋、堅決執行招攬傑出人才策略、擴大專業管理團隊及營銷團
隊，以及建立專業業務管理理念和模式。儘管有不可預見的情況，本集團對2014年下半年的業績仍持樂觀態
度。

人力資源管理

高質素及盡責的員工是本集團於競爭市場得以成功不可或缺的資產。藉著定期提供全面的培訓及企業文化教
育，員工能夠獲得營養膳食補充劑行業方面的持續培訓及發展。此外，本集團為全體僱員提供符合行業慣例
並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及多種附帶福利。本集團定期檢討其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以確保符合市場慣例及監
管規定。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僱用員工577人。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薪金及相關成本總額為
人民幣18.9百萬元（2013年上半年：人民幣17.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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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於本公司股本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或
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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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股份類別

於2014年
6月30日
所持股份
數目(1)

於相關
類別股份的
概約持股
百分比

於總股本的
概約持股
百分比(3)

(%) (%)
       

桂平湖先生
 （「桂先生」）(2)

董事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476,685,000(L) 78.00 56.87

配偶權益 內資股 52,965,000 (L) 8.67 6.32

張源女士 董事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6,599,550 (L) 1.08 0.79

徐麗女士 董事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5,498,570 (L) 0.90 0.66

朱飛飛女士 董事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659,340 (L) 0.11 0.08

余敏女士 監事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659,340 (L) 0.11 0.08

吳雪梅女士 監事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551,480 (L) 0.09 0.07

附註：

(1) 字母「L」指該人士於該等證券的好倉。

(2) 桂先生為吳艷梅女士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桂先生將被視為擁有吳艷梅女士所持有同等數目股份的權益。

(3) 該等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838,169,000股股份（即全球發售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計算，並已計及根據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1

月29日的公告所載超額配股權獲行使本公司發行及配發的23,258,000股額外股份。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或任何彼等的配偶或未滿十八歲的子
女，概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備存的登記冊或根據標
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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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董事及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除「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一節所披露者外，於2014年上半年任何時
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可使董事及監事通過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
團體的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的安排，且概無董事及監事或任何彼等的配偶或未滿18歲的子女獲授予任何權
利以認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本或債務證券的權利，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4年6月30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所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下列人士（本公司的
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除外）為本公司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並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
以下權益及淡倉：

股東 權益性質 股份類別

於2014年
6月30日

所持股份數目(1)

於相關類別
股本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於總股本的
概約持股
百分比(3)

(%) (%)
      

吳艷梅女士(2)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52,965,000 (L) 8.67 6.32

配偶權益 內資股 476,685,000(L) 78.00 56.87

上海復星創富股權
 投資基金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61,111,000 (L) 10.00 7.29

附註：

(1) 字母「L」指該人士於該等證券的好倉。

(2) 吳艷梅女士為桂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吳艷梅女士將被視為擁有桂先生所持有同等數目股份的權益。

(3) 該等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838,169,000股（即全球發售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計算，並已計及根據本公司日期
為2014年1月29日的公告所載超額配股權獲行使時本公司發行及配發的23,258,000股額外H股。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概無獲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除外）告知彼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規定向本公司披露及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36條規定記錄於本公司備存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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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自上市日期起直至本報告日期止整個期間均已全面遵
守標準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自上市日期起直至本報告日期止期間已全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2013年上半年：人民幣26百萬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起直至本報告日期止期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惟
本公司為補足2014年1月29日國際配售中的超額分配而於緊接上市日期前進行的資本化發行及額外發行及配
發23,258,000股本公司超額配發股份除外。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及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於發行超額配發股份後，本公司來自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總額淨值達約428.7百萬港元（人民幣336.4百萬
元）。於2014年6月30日，(i)累計所得款項淨值約人民幣1.2百萬元已用於市場推廣及促銷活動，以增強我們中
生及康培爾品牌的全國性品牌知名度；(ii)累計所得款項淨值約人民幣1.6百萬元已用於透過開設中生及康培
爾零售店來擴大銷售網絡；(iii)累計所得款項淨值約人民幣3.4百萬元用於營運資金；及(iv)餘下所得款項淨值
約人民幣330.20百萬元已存放於銀行，該等款項擬根據本公司日期為2013年12月31日的招股章程，「未來計
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的建議申請加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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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足夠公眾持股量

基於本公司可公開獲得的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悉，於本報告日期，至少約25%的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公眾
人士持有。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告成立，並制定符合上市規則第3.21條及第3.22條以及企業管治守則的
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蔣伏心先生、馮晴女士及鄭嘉福先生組成。鄭嘉福先生為
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公司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體制，以及協助董
事會履行其審核職責。

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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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6月30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營業額 3、4 95,981 85,965

銷售成本 (9,973) (11,264)
    

毛利 86,008 74,701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 5 202 581

銷售及經銷開支 (25,236) (22,216)

行政開支 (16,018) (10,750)

上市開支 (2,133) (2,038)
    

除所得稅前溢利 6 42,823 40,278

所得稅開支 7 (10,019) (10,578)
    

本期利潤 32,804 29,700

於期後或重新分類為利潤或虧損的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62 (412)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32,966 29,288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9 4分 5分

    



201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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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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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2,075 21,77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115 4,165
　無形資產 – 32
　遞延稅項資產 798 1,122

    

非流動資產總值 26,988 27,089
    

流動資產
　存貨 4,459 7,12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01 10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2,746 12,651
　現金及銀行結餘 524,105 164,780

    

流動資產總值 541,411 184,656
    

資產總值 568,399 211,74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8,575 19,505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3 12
　應付所得稅 6,474 8,346

    

流動負債總值 15,062 27,863
    

流動資產淨值 526,349 156,793
    

資產淨值 553,337 183,88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83,817 61,111
　儲備 469,520 122,771

    

權益總額 553,337 18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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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資本儲備 換算儲備 盈餘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利潤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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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2013年1月1日 55,000 2,403 35 2,927 (3,871) 63,019 119,513

發行股份 6,111 43,889 – – – – 50,000

已宣派及已付股息 – – – – – (26,000) (26,000)
        

與擁有人交易 – – – – – (26,000) (26,000)
        

本期利潤 – – – – – 29,700 29,700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412) – – – (41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412) – – 29,700 29,288
        

於2013年6月30日（經審核） 61,111 46,292 (377) 2,927 (3,871) 66,719 172,801
        

於2014年1月1日 61,111 46,292 (382) 7,463 (3,871) 73,269 183,882
發行股份 22,706 334,528 – – – – 357,234
股份發行開支 – (20,745) – – – – (20,745)

本期利潤 – – – – – 32,804 32,804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162 – – – 16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162 – – 32,804 32,966
        

轉撥至盈餘儲備 – – – 17 – (17) –
        

於2014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83,817 360,075 (220) 7,480 (3,871) 106,056 55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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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0,931 35,396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767 (23,937)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36,489 24,486
   

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淨額 359,187 35,945

期初現金及銀行結餘 164,780 93,220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銀行結餘的影響 138 (782)
   

期末現金及銀行結餘 524,105 128,383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524,105 12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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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1. 呈列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
所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經對若干金融工具的重估作出修訂）編製。

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有適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的統稱）外，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財務報表應與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採納新增及經修訂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有關其營運且於2014年1月1日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
所有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修訂（2011年）

投資實體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呈列以及本期間及過往年度
的呈報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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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增及經修訂準則（續）

本集團並無於本中期財務報表內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的修訂

澄清可接受的折舊及攤銷方法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0年至2012年週期年度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1年至2013年週期年度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同收入5

附註：
1 於2014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14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或交易發生的年度期間生效
3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但可予採納
4 於2016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201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現正評估首次應用此等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潛在影響，惟尚未能說明此等新增及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

收入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期內已售貨品扣除增值稅後的發票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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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

(a) 可報告分部

本集團根據由主要經營決策人審核用於作出戰略決策的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本集團主要經營
單一業務分部，即在中國製造及銷售營養膳食補充劑以及銷售包裝保健食品。

(b) 地區資料

本集團旗下大部分公司的所屬地為中國且大部分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本集團全部來自外部
客戶的收入也均在中國產生。

(c) 來自主要產品的收入

以下為本集團來自主要產品的收入分析：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研發製造的營養膳食補充劑 56,863 36,635

澳大利亞或新西蘭製造的食品和營養膳食補充劑 38,517 48,510

其他 601 820
   

95,981 85,965
   

(d)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概無與單一外部客戶交易的收入佔本集團收入的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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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包括：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4,127 180
短期投資收入 – 242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3,957) 12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6 (3)
賠償收入 – 34
其他 26 2

   

202 581
   

6. 除所得稅前利潤

除所得稅前利潤乃在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售存貨的成本 8,270 9,643
員工成本 18,938 17,82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50 51
無形資產攤銷 32 33
核數師薪酬 54 4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85 1,389
與物業及零售商舖有關的經營租賃租金（附註） 5,683 2,884
研發開支 490 383
上市開支 2,133 2,038

   

附註：包括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發生的或然租金人民幣2,237,000元（2013年上半年：人民幣92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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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a) 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中的所得稅開支金額為：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期內撥備 9,695 10,077

即期稅項－澳大利亞所得稅
　－期內撥備 – –

   

9,695 10,077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324 501

   

所得稅開支 10,019 10,578
   

期內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規則及法規釐定的本集團應課稅利潤的25%的
法定稅率計提撥備。

期內的澳大利亞所得稅乃按澳大利亞附屬公司應課稅利潤的30%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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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如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所披露，截至2013年及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已付及應付股息如下：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期已批准及已付╱應付特別股息 – 26,000
   

本公司董事建議不派付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13年上半年：人民幣26,000千元）。

由於股息所涉及的股息率及股份數目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意義，故於2013年並無呈報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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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截至2013年及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的本期利潤計算，並假設本公司
由有限公司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時發行的55,000,000股股份自2013年1月1日起便已發行及本公司已自同
日起進行附註13(ii)所披露的股份拆細。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 32,804 29,700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818,699,900 565,530,972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購股權 –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股份數目 818,699,900 565,530,972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並無就兩個期間確認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於期內，物業、廠房及設備添置為人民幣
2,359,000元（2013年上半年：人民幣6,158,000元），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淨值為人民幣
69,000元（2013年上半年：人民幣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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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4,218 2,140

其他應收款項 499 381

按金及預付款項 8,029 10,130
   

12,746 12,651
   

於各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虧損）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3,511 1,923

1至3個月 329 207

3個月至1年 378 5

1年以上 – 5
   

4,218 2,140
   

本集團就銷售貨物授予若干特定客戶15至60天的信貸期。通常，本集團並無授出信貸期予所有其他客
戶，發票一旦發出便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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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已逾期但未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如下：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572 458

1至3個月 22 17

3個月至1年 75 5

1年以上 – 5
   

669 485
   

本集團及本公司的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乃與若干往績記錄良好的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
驗，董事認為不必就此等結餘作出減值，此乃由於信貸質素概無重大變動及結餘仍被視為可悉數收
回。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既無逾期亦無減值的應收款項乃與近期並無違約記錄的若干獨立客戶有關，因
此，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就此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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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416 55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159 18,955
   

8,575 19,505
   

所有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將在12個月內結清。

於各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227 37

1至3個月 15 496

3個月至1年 157 –

1年以上 17 17
   

416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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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普通股數目
面值

人民幣1元
面值

人民幣0.1元 人民幣千元
    

註冊及實繳資本
於2013年1月1日 55,000,000 – 55,000
發行股份（附註i） 6,111,100 – 6,111
拆細（附註ii） (61,111,100) 611,111,000 –

    

於2013年12月31日（經審核） – 611,111,000 61,111
發行股份（附註iii） – 227,058,000 22,706

    

於2014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 838,169,000 83,817
    

(i) 根據於2013年5月16日舉行的股東大會通過的決議案，法定股本由55,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普通股增加至
61,111,1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普通股。議決以總代價人民幣50,000,000元向上海復星創富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發行額外6,111,1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普通股。

(ii) 根據董事會於2013年11月19日通過的普通決議案，通過增設額外549,999,9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的已發行股份，本
公司法定股份由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拆細為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法定股本增加為611,111,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的
股份。

(iii) 於2014年1月15日，本公司根據首次公開發售按每股2港元的價格發行227,058,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的新普通股。
本集團自股份發售籌得約人民幣333,180,000元（扣除相關費用）。

14. 經營租賃安排（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租賃其大部分物業。物業租期介乎1至5年，可於屆滿日期選擇重續租期。

不可撤銷經營租約項下的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到期情況如下：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內 3,580 2,118
1至5年 1,293 1,120

   

4,873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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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聯方披露

於期內本集團關聯方披露如下：

(a) 於2014年上半年，本集團與之進行交易的關聯方如下：

姓名 關係
  

桂平湖（「桂先生」） 本公司控股股東及董事（「控股股東」）

桂客 桂先生的兒子（「近親」）

(b) 於2014年上半年，本集團與其關聯方進行了以下重大交易：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與控股股東進行的交易：
　－已付租金開支（附註） 47 45

   

與控股股東的近親進行的交易：
　－已付租金開支（附註） 53 –

   

附註： 租金開支乃按照協議收取。

(c) 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

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於期內的薪酬總額如下：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基本薪金及花紅 1,458 1,174
－社會保險及住房公積金 221 188

   

1,679 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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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本承擔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承擔：
 －已訂約但未撥備 1,022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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