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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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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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06）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下表列示中國食品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六
個月（「中期期間」）的中期業績與 2017年同期業績之比較：

截至2018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17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持續經營業務：

• 收入 8,697.8 6,669.2 +30.4%

• 毛利率 35.0% 35.9% -0.9個百分點

• 分銷及銷售支出比率 27.1% 27.4% -0.3個百分點

• 行政支出比率 2.5% 4.1% -1.6個百分點

• 經調整EBIT* 585.2 394.4 +48.4%

• 經調整EBITDA^ 836.8 599.5 +39.6%

董事會並未宣佈派發中期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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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的經調整EBIT*指：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 576.8 1,941.5

對賬：
融資成本 37.1 36.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8.7) (23.3)
公開出售裝瓶權益之出售收益（附註 i） – (1,560.3)

  

經調整EBIT* 585.2 394.4
  

持續經營業務的經調整EBITDA^指：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經調整EBIT* 585.2 394.4

對賬：
存貨撥備 4.0 2.3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232.7 196.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9.6 4.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4.2) –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9.2 2.3
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0.3 0.1

  

經調整EBITDA^ 836.8 599.5
  

（附註 i）： 出售若干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一項可供出售投資的一次性收益合共約人民幣 15.603億元（財務資料附註 5）
已於 2017年相應中期業績內入賬，乃有關出售若干裝瓶廠的股權，該等出售已於 2017年 4月 1日完成（統稱
為「公開出售裝瓶權益」），惟不包括於 2017年 7月 1日完成的出售上海申美飲料食品有限公司可口可樂裝瓶
部權益。

中期業績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中期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據。於 2018年
6月 30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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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報表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附註
2018年

6月 30日
2017年

6月 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4 8,697,780 6,669,205
銷售成本 (5,650,173) (4,278,063)

  

毛利 3,047,607 2,391,142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29,666 1,666,186
分銷及銷售支出 (2,361,234) (1,827,682)
行政支出 (215,393) (272,518)
其他支出及虧損 (15,375) (2,385)
融資成本 6 (37,117) (36,54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8,671 23,29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576,825 1,941,493
所得稅支出 7 (128,501) (503,424)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448,324 1,438,069
  

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8 – (413,781)

  

期內溢利 9 448,324 1,024,288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52,359 672,146
 非控股權益 195,965 352,142

  

448,324 1,024,288
  

每股盈利 11
 來自持續經營及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分） 9.02 24.03

  

 攤薄（分） 不適用 不適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分） 9.02 38.84

  

 攤薄（分）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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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18年

6月 30日
2017年

6月 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期內溢利 448,324 1,024,288
  

其他全面支出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其他全面虧損（已扣除相關所得稅） – (929)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已扣除稅項） – (92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48,324 1,023,359
  

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52,359 671,542

 非控股權益 195,965 351,817
  

448,324 1,02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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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2018年 6月 30日

2018年
6月 30日

2017年
12月 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641,762 4,658,037

投資物業 20,100 20,10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38,532 542,23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6,865 7,389

商譽 3,279,160 3,279,16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737,031 708,360

遞延稅項資產 320,545 271,495
  

9,543,995 9,486,773
  

流動資產
存貨 1,077,927 1,292,430

應收賬款及票據 12 644,364 301,39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28,272 977,172

同系附屬公司欠款 34,734 22,621

直接控股公司欠款 138 138

最終控股公司欠款 71 71

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欠款 647 5,081

聯營公司欠款 26,563 9,305

預繳稅項 22,244 25,146

抵押存款 10,113 6,42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86,724 832,063
  

3,231,797 3,47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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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 30日

2017年
12月 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3 1,379,148 1,112,94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2,298,778 3,094,870

合約負債 309,762 –

借貸 780,000 –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1,309 89,507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336 1,336

欠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款項 9,720 17,974

欠聯營公司款項 183,358 120,065

稅項負債 53,861 492,089
  

5,137,272 4,928,781
  

流動負債淨值 (1,905,475) (1,456,93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638,520 8,029,836
  

非流動負債
借貸 976,620 1,756,620

遞延收入 207,979 210,106

遞延稅項負債 62,869 38,193
  

1,247,468 2,004,919
  

資產淨值 6,391,052 6,024,91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93,201 293,201

股份溢價及儲備 3,860,836 3,663,3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154,037 3,956,506

非控股權益 2,237,015 2,068,411
  

權益總值 6,391,052 6,02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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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中國食品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為Cla 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

本公司乃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中國食品（控股）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本公司董事認為，最終控股公司
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的國有企業中糧集團有限公司。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參與加工、裝瓶及分銷汽水飲料產品以及
分銷不含氣飲料產品。

本集團實體的主要經營環境在中國內地。人民幣（「人民幣」）是主要影響本集團實體的表現與本集團實體的相關
交易、事件及狀況的貨幣。因此，本公司功能貨幣已由港元（「港元」）變更為人民幣。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列報貨幣於本年度由港元變更為人民幣。比較數字以人民幣重列。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儘管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有流動負債淨額人民幣 1,905,475,000元，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仍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於
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已仔細考慮本集團之現有及預期未來流動資金。經考慮（其中包括）( i )於報告
期末未動用之貸款授信，及 ( i i )本集團業務於未來十二個月產生之預期現金流入淨額，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能夠
應付其到期負債。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屬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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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按公平值計量。

除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
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使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相同。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於當前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 2018年 1月 1日或之後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新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以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 客戶合約收入及相關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修訂本）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4號保險合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 作為 2014年至 2016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的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修訂本） 投資物業轉讓

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已根據各自準則及修訂的相關過渡條文應用，導致下述會
計政策、呈報金額及╱或披露變動。

3.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客戶合約收入的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收入及相關詮釋。

本集團自銷售飲料產品確認收入。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而初始應用該準則的累計影響於初始應用日期2018年1月1日
確認。初始應用日期的任何差額於期初保留溢利中確認，及並無重列比較資料。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5號的過渡條文，本集團已選擇僅將該準則追溯用於2018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約。因此，比較資
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收入及相關詮釋編製，故若干比較資料可能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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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導致會計政策的主要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引入確認收入的五個步驟：

‧ 第一步：識別與客戶訂立的合約

‧ 第二步：識別合約中的履約義務

‧ 第三步：釐定交易價

‧ 第四步：將交易價分配至合約中的履約義務

‧ 第五步：於本集團完成履約義務時（或就此）確認收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於（或就此）完成履約義務時，本集團確認收入，即於特定履約義務的相關
商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轉讓予客戶時確認。

履約義務指不同的商品及服務（或一組商品或服務）或一系列大致相等的不同商品及服務。

控制權隨時間轉移，而倘滿足以下其中一項標準，則收入乃參照完全滿足相關履約義務的進展情況而隨時
間確認：

‧ 於本集團履約時，客戶同時取得並耗用本集團履約所提供的利益；

‧ 本集團之履約產生或强化一項資產，該資產於本集團履約時乃由客戶控制；或

‧ 本集團的履約並未產生對本集團有替代用途的資產，且本集團對迄今已完成履約之付款具有可執行之
權利。

否則，收入於客戶獲得商品或服務控制權的時間點確認。

合約資產指本集團就向客戶換取本集團已轉讓的商品或服務收取代價的權利（尚未成為無條件）。其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評估減值。相反，應收款項指本集團收取代價的無條件權利，即代價付款到期前僅需
時間推移。

合約負債指本集團因已自客戶收取代價（或已可自客戶收取代價），而須轉讓商品或服務予客戶之義務。

可變代價

就包含可變代價的合約（應付客戶的以數量為基礎回扣）而言，本集團可使用 (a)期望價值法或 (b)最可能金額
估計其有權獲取的代價金額，取決於哪種方法將能更好的預測本集團有權獲取的代價金額。

可變代價的估計金額將計入交易價格，並以當可變代價相關不確定因素隨後獲解除，該入賬將不會導致重
大收入撥回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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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更新估計交易價格（包括更新評估可變代價的估計是否受限）以如實反映報告期末的
情況及於報告期間的情況變化。

應付客戶代價

應付客戶代價包括本公司就於客戶所在位置進行促銷活動支付或預期支付客戶的回扣。應付客戶代價亦包
括可用於抵銷欠付本公司款項的信貸或其他項目。本集團因而將應付客戶代價入賬作為交易價格自收入的
扣減，因為付款並非用於交換客戶轉移至本集團的不同商品或服務。本集團於下列任何一項事件發生（以較
遲者為準）時（或之後）確認收益減少：( a )本集團確認向客戶轉讓相關貨品或服務的收入；( b )本集團支付或
承諾支付代價（即使付款以未來事件為條件）。

以下為對於 2018年 1月 1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的金額作出之調整。未受變動影響之項目並未計入在
內。

於 2017年
12月 31日
先前呈報的

賬面值 重新分類

根據香港財務
報表準則

第 15號於 2018年
1月 1日賬面值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a) 3,094,870 (1,205,129) 1,889,741

合約負債 – 1,205,129 1,205,129

附註：

(a) 先前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中，人民幣 1,205,129,000元與就購買本集團產品收取客戶墊款相
關。該結餘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之後重新分類至合約負債。

下表概述對本集團於 2018年 6月 30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簡明綜合損益報表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的影響之項目。未受變動影響之項目並未計入在內。

如呈報 調整

不計及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號的金額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a) 2,298,778 309,762 2,608,540

合約負債 309,762 (309,762) –

收入 8,697,780 53,280 8,751,060

分銷及銷售支出 (b) 2,361,234 53,280 2,41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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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人民幣 309,762,000元與就購買本集團產品收取客戶墊款相關已包括在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當中。
該結餘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之後重新分類至 2018年 6月 30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的合
約負債。

(b)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人民幣 53,280,000元與促銷活動的促銷支出相關已包括在分銷及銷售支出
當中。該結餘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之後重新分類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簡明
綜合損益報表中的收入。

3.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及相關修訂的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及其他相應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9號就 1)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2)金融資產的預期信用損失（「ECL」）及 3)一般對
沖會計法引入新規定。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所載的過渡條文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即將分類及計量規定
（包括減值）追溯應用於2018年1月1日（初始應用日期）尚未取消確認的工具，而並無將該等規定應用於2018

年 1月 1日已取消確認的工具。2017年 12月 31日之賬面值與 2018年 1月 1日之賬面值間的差額於期初保留溢
利及其他權益的組成部分中確認，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因此，比較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編製，故若干比較資料可能無法比較。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導致會計政策的主要變動

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

與客戶簽訂合約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初始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計量。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範圍的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

符合下列條件的債務工具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

‧ 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而持有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內持有之金融資產；及

‧ 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於指定日期產生之現金流量純粹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

符合下列條件的債務工具其後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計量：

‧ 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和出售金融資產為目的而持有資產之經營模式內持有之金融資產；及

‧ 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於指定日期產生之現金流量純粹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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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其他金融資產其後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但在首次應用╱首次確認金融資產
之日，倘該股權投資並非持作買賣，亦非由於收購方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業務合併所適用的業務合併
中確認的或有代價，本集團可不可撤銷地選擇於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呈列股權投資的其後公平
值變動。

此外，本集團可不可撤銷地指定符合攤銷成本或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準則的債務投資為按公平值計
入損益計量（倘若此舉可消除或顯著減少會計錯配）。

預期信用損失模式下之減值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就發生減值之金融資產（包括應收賬款及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確認預期
信用損失的虧損準備。預期信用損失的金額於各報告日期更新，以反映自初始確認後信用風險的變化。

存續期預期信用損失指將相關工具的預期使用期內所有可能的違約事件產生之預期信用損失。相反，12個
月預期信用損失（「12個月預期信用損失」）指預期於報告日期後 12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導致之存續期
預期信用損失部分。評估乃根據本集團的歷史信用損失經驗進行，並根據債務人特有的因素、一般經濟狀
況以及對報告日期當前狀況的評估以及對未來狀況的預測作出調整。

本集團通常就應收賬款確認存續期預期信用損失。該等資產的預期信用損失將使用適當組別的撥備矩陣進
行集體評估。

對於所有其他工具，本集團計量的虧損準備等於 12個月預期信用損失，除非自初始確認後信用風險顯著增
加，則本集團確認存續期預期信用損失。是否應確認存續期預期信用損失的評估乃基於自初始確認以來發
生違約之可能性或風險的顯著增加而定。

信用風險顯著增加

於評估自初始確認後信用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本集團將於報告日期金融工具發生之違約風險與初始確認
日起金融工具發生之違約風險進行比較。在進行該評估時，本集團會考慮合理且可支持的定量和定性資
料，包括無需付出不必要的成本或努力而可得之歷史經驗及前瞻性資料。

特別是，在評估信用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會考慮以下資料：

‧ 金融工具的外部（如有）或內部信用評級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

‧ 外部市場信用風險指標的顯著惡化，如信貸利差，債務人的信用違約掉期價格大幅增加；

‧ 預計會導致債務人償還債務能力大幅下降的業務、財務或經濟狀況的現有或預測的不利變化；

‧ 債務人經營業績的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

‧ 導致債務人償還債務能力大幅下降的債務人監管、經濟或技術環境的實際或預期的重大不利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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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上文所述，倘於報告日期債務工具被釐定為低信用風險，則本集團假設債務工具的信用風險並未大
幅增加。倘 i )違約風險低，i i )借款人在短期內履行其合約現金流量義務的能力很強及 i i i )較長時期內經濟形
勢和經營環境存在不利變化但未必一定降低借款人履行其合約現金流量義務的能力，則該債務工具被視為
具有較低信用風險。本集團認為，如債務工具擁有內部及外界信用評級為按國際認同定義的「投資級別」，
則其具有低信用風險。

計量及確認預期信用損失

預期信用損失之計量為違約概率、違約虧損（即違約時虧損大小）及違約時風險敞口之函數。違約概率及違
約虧損之評估乃基於歷史數據按前瞻性資料作調整。

一般而言，預期信用損失為根據合約應付本集團之所有合約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收取之所有現金流量之
間估計的差額（按初始確認時釐定之實際利率貼現）。

利息收入乃根據金融資產之賬面總額計算，除非金融資產發生信用減值，在此情况下，利息收入根據金融
資產之攤銷成本計算。

本集團通過調整賬面值於損益中確認所有金融工具之減值收益或虧損，而相應調整於虧損備抵賬中確認。

於 2018年 1月 1日，本公司董事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之規定，使用無需付出不必要成本或能力而可
得之合理且可支持的資料審閱及評估本集團現有的金融資產是否存在减值。應用預期信用損失模型對 2018

年 1月 1日之保留溢利或其他全面收入並無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對於 2018年 1月 1日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包括減值）並無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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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收入

收入分類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
止六個月

飲料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商品類型
汽水 5,753,971

水品類 1,279,699

果汁 1,120,528

其他 543,582
 

總計 8,697,780
 

確認收入的時間
某個時間點 8,697,780

 

4B. 經營分部資料

於 2017年內出售酒品類分部、廚房食品分部及其他分部後，本集團的收入及綜合業績主要來自加工、裝瓶及分
銷汽水及不含氣飲料，就用於資源安排和績效評估而言，該分部被視為單一報告分部，呈報方式與向本集團高
級管理人員內部報告信息的方式一致。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料。

地域資料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全部收入源於中國內地經營的客戶，以及本集團除遞延稅項資產外的非流動資產超過90%

位於中國內地，故並無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經營分部呈列地域資料。

主要客戶資料

於當前期間，並無來自單一客戶之收入佔本集團收入的 10%或以上（2017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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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6月 30日 6月 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其他收入
 補償收入（附註 i） 52,933 –

 分包服務 26,565 15,694

 政府補貼（附註 ii） 24,090 30,110

 銷售副產品及廢料項目 5,920 6,712

 銀行利息收入 2,161 5,724

 可供出售投資的股息收入 – 44,011

 其他 11,737 3,617
  

123,406 105,868
  

收益
 匯兌差額，淨額 2,044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4,216 –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附註 15） – 805,367

 出售聯營公司股權收益 – 438,106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收益 – 316,845
  

6,260 1,560,318
  

129,666 1,666,186
  

附註 i： 補償收入指就系統產生的相關支出收取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之控股公司的款項。

附註 ii： 本集團已獲授多項政府補助，用作投資本公司附屬公司經營所在之中國內地若干省份。政府補助相關的
未承諾支出已分別包括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的遞延收入（非流動部份）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流動部份）內。有關補助並無任何尚未符合之條件或其他或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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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6月 30日 6月 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貸款之利息 36,899 36,059

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貸款之利息 218 482
  

37,117 36,541
  

7. 所得稅支出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概無任何於香港產生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
個月：無）。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之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根據中國國家稅
務總局於 2013年發出之批文，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被視為中國居民企業（統稱「中國居民企業」），中國相關企
業所得稅政策由 2013年 1月 1日起適用於中國居民企業。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6月 30日 6月 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153,958 540,05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1,083) –

遞延稅項
 當前年度 (24,374) (36,629)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28,501 503,424
  

聯營公司應佔稅項人民幣 9,606,000元（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8,145,000元），乃計入簡明綜合
損益報表中「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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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終止經營業務

(1) 出售廚房食品分部

於 2017年 5月 25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中糧食品營銷有限公司與本公司的同系附屬公司中國糧油控股
有限公司（「中糧控股」）的全資附屬公司COFCO Fortune Holdings Limited訂立一份股權轉讓協議，據此，
本公司同意轉讓其於本集團廚房食品分部的附屬公司中糧福臨門食品營銷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權，代價總額
為人民幣 1,050百萬元（「該交易」）。該交易於 2017年 9月完成。簡明綜合損益報表的比較數據已予重列以重
新呈列廚房食品分部為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廚房食品分部於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溢利載列如下。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收入 5,885,596

銷售成本 (5,391,261)

其他收入 3,752

分銷及銷售支出 (466,545)

行政支出 (7,973)

其他支出及虧損 (35)
 

除稅前溢利 23,534

所得稅支出 (4,221)
 

期內溢利 19,313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廚房食品分部為本集團經營現金流金額貢獻人民幣 111,068,000元、就投資
活動貢獻人民幣 31,994,000元及並無向融資活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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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售酒品類分部及其他分部

於 2017年 10月 16日，本公司與本公司直接控股公司中國食品（控股）有限公司訂立一份股權轉讓協議，據
此，本公司同意轉讓其於組成酒品類分部及其他分部的附屬公司中糧酒業控股有限公司、COFCO Premier 

Brands Limited、環宇泛達有限公司及 Superb Vision Limited的全部股權，代價總額為人民幣 1,187百萬元
（「出售事項」）及本公司預期於出售事項完成前自中國食品（控股）有限公司收取人民幣 3,107百萬元以償還該
等出售公司相關成員公司結欠本公司的貸款。出售事項於 2017年 12月完成。簡明綜合損益報表的比較數據
已予重列以重新呈列酒品類分部及其他分部為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酒品類分部及其他分部於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虧損載列如下。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收入 1,217,120

銷售成本 (661,862)

其他收入 36,461

分銷及銷售支出 (440,898)

行政支出 (89,939)

融資成本 (165)

商譽減值 (421,887)

其他支出及虧損 (44,657)
 

除稅前虧損 (405,827)

所得稅支出 (27,267)
 

期內虧損 (433,094)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酒品類分部及其他分部產生經營現金流出人民幣 115,340,000元、投資活動
流出人民幣 76,089,000元及就融資活動貢獻人民幣 36,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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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期內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溢利乃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18年

6月 30日
2017年

6月 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a) 銷售成本
已售存貨成本 5,646,146 4,275,778

存貨撥備 4,027 2,285
  

5,650,173 4,278,063
  

(b) 其他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2,668 196,16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9,573 4,172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 9,241 2,250

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277 73
  

* 該等項目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報表的「其他支出及虧損」中。

10. 股息

於當前中期期間，有關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2.4港仙 (2017年：有關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1.2港仙）已宣派予本公司擁有人。於中期期間宣派的末期股息總額為人民幣 54,828,000

元（2017年：人民幣 28,926,000元）。

11.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及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數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人民幣 252,359,000元（截至 2017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72,146,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797,223,396股（截至2017

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2,797,223,396股）計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期間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盈利數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持續經營業務溢利人民幣
252,359,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086,303,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797,223,396股（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2,797,223,396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對所呈列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並無攤薄影響，故並無對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
呈列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攤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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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及票據

2018年
6月 30日

2017年
12月 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應收賬款及票據 645,082 303,220

撥備 (718) (1,827)
  

644,364 301,393
  

本集團向主要客戶提供信貸期限，而對於其他客戶，一般需要預付貨款或貨到付款。本集團尋求維持嚴格控制
其未償還應收賬款及每個工廠設有信貸控制專員，務求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層定期審核逾期結餘。
鑒於上述原因，以及本集團涉及大量不同客戶之應收賬款，故信貸風險之集中程度並不嚴重。本集團並無就其
應收賬款及票據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用增級工具。應收賬款及票據為不計息。

於報告期末之本集團應收賬款及票據賬齡按發票日期並扣除撥備分析如下：

2018年
6月 30日

2017年
12月 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六個月內 643,667 152,382

六個月至十二個月內 697 148,998

一年至兩年內 – 13
  

644,364 301,393
  

作為本集團信貸風險管理的一部分，本集團使用債務人賬齡評估其客戶的減值，因為該等客戶由大量具有共同
風險特徵的小型客戶組成，共同風險特徵為客戶根據合約條款支付所有到期款項的能力之代表。估計損失率乃
根據債務人預期年期內的可觀察歷史違約率，並就可獲得的前瞻性資料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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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報告期末之本集團應付賬款及票據賬齡按發票日期分析如下：

2018年
6月 30日

2017年
12月 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三個月內 1,210,880 1,065,003

三個月至十二個月內 121,401 41,281

一年至兩年內 42,977 4,516

超過兩年 3,890 2,140
  

1,379,148 1,112,940
  

於 2018年 6月 30日，本集團若干應付票據由本集團銀行存款人民幣 10,113,000元（2017年 12月 31日︰人民幣
6,424,000元）予以擔保。

14. 業務合併

於 2016年 11月 17日，本公司擁有 65%權益之附屬公司中糧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中可飲料」）與可口可樂公司
（「可口可樂」）及太古飲料控股有限公司（「太古」）訂立公開出售產權轉讓總合約，據此：

(i) 可口可樂促使其附屬公司向中可飲料轉讓可口可樂（重慶）飲料有限公司、可口可樂（吉林）飲料有限公司、
可口可樂遼寧（中）飲料有限公司及可口可樂（黑龍江）飲料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以及可口可樂遼寧
（北）飲料有限公司 93.75%已發行股本、可口可樂（四川）飲料有限公司 89.3%已發行股本、可口可樂（山西）
飲料有限公司 75%已發行股本及可口可樂遼寧（南）飲料有限公司 60%已發行股本（上述公司統稱為「可樂飲
料公司」），基本代價總額為人民幣 2,900,000,000元；及

(ii) 太古促使其附屬公司向中可飲料轉讓陝西太古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可口可樂陝西」）之全部已發行股
本，基本代價總額為人民幣 487,000,000元；

可樂飲料公司及可口可樂陝西在中國內地各地區從事汽水產品的加工、裝瓶及分銷及不含氣飲料產品的分銷。

於 2017年 4月 1日，上述有關可樂飲料公司及可口可樂陝西的收購已完成。

本集團已選擇按非控股權益應佔可樂飲料公司之可識別資產淨值之比例計量非控股權益。



22

可樂飲料公司及可口可樂陝西於收購日期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公平值如下：

於收購時
確認之公平值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85,17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31,110

遞延稅項資產 24,679

存貨 436,356

應收賬款 532,58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72,05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24,938

應付賬款 (909,62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098,329)

計息銀行借貸 (997,645)

稅項負債 (26,308)

遞延收入 (26,208)

遞延稅項負債 (9,018)
 

按公平值計量之可識別資產淨值總額 1,739,769

非控股權益 (166,160)
 

1,573,609

收購商譽 1,973,560
 

3,547,169
 

以下列方式償付：
現金 3,547,169

 

本集團就是項收購產生交易成本人民幣 43,710,000元。該等交易成本已予支銷並計入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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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購所涉及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流出淨額分析如下：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現金代價 (3,547,169)

購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424,938
 

收購所涉及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流出淨額 (3,122,231)
 

自收購事項以來，可樂飲料公司及可口可樂陝西為本集團貢獻收入人民幣 1,516,355,000元及為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溢利貢獻溢利人民幣 17,584,000元。

倘合併於報告期初進行，期內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收入及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溢利將分別為
人民幣 7,433,782,000元及人民幣 1,476,961,000元。

15. 出售附屬公司

於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出售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出售資產淨值如下：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2,82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30,78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25

 商譽 91,351

 遞延稅項資產 8,723

 存貨 81,029

 應收賬款及票據 21,42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6,109

 同系附屬公司欠款 2,621

 預繳稅項 2,960

 抵押存款 2,39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5,524

 應付賬款及票據 (132,9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32,345)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74,375)

 欠聯營公司款項 (6,101)
 

240,038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805,367
 

1,045,405
 

以下列方式償付︰
 現金 1,04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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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流入淨額分析如下：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現金代價 1,045,405

出售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5,524)
 

有關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流入淨額 999,881
 

管理層論析

業務現狀

中國食品有限公司（「中國食品」）在 2017年相繼出售小包裝油及其他廚房食品產品業務、酒品類
及其他非飲料業務後，只保留飲料業務，目前控股經營中糧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簡稱「中可飲
料」），為可口可樂全球第五大裝瓶合作夥伴。

在 2017年 4月可口可樂在中國區業務重組完成後，本公司授權經營可口可樂系列產品範圍擴展
為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山東、陝西、甘肅、寧夏、青海、西
藏、新疆、四川、重慶、貴州及湖南共計 19個省級行政區域，覆蓋中國內地 81%的國土面積和
51%的人口數量，並向消費者提供汽水、果汁、果奶、水、功能水、咖啡、即飲茶、能量飲料及
植物蛋白飲料等 9大品類、18個品牌的產品。

截至2018年6月，本公司擁有逾1萬名銷售人員，服務百萬家以上的客戶。本公司營銷網路現已覆
蓋經營區域內 100%的城市、100%的縣城及 60%以上的鄉鎮，佔經營區域內半數以上的零售點。
其中，可控分銷的銷量佔總銷量的絕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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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

中國食品作為中糧集團唯一的專業化飲料業務平台，在可口可樂公司發展全品類飲料業務的戰略
佈局下，2018年以「提質增效、創新共贏」為工作主題，順應行業發展趨勢，滿足消費者需求，不
斷提升市場地位及股東回報率，致力於成為世界級裝瓶商，具體策略如下：

‧ 質量體系：堅持在食品安全和質量方面的承諾，嚴格執行國家、中糧及可口可樂質量標準，
擁有監控體系和快速的改進機制，成為安全、環保明星企業。

‧ 產品結構：不斷優化、豐富產品結構，通過提供時尚、高品質的飲品，為消費者帶來暢爽、
怡神、健康與活力。

‧ 營銷網路：以最高覆蓋率向經營區域內客戶提供持續穩定的優質服務，促成客戶數量的不斷
增長和持續活躍，保持銷售收入的高速良性增長；同時，持續提高配銷效率，降低單箱配銷
成本；不斷提升網絡的產出能力和適應能力；根據消費趨勢和零售業發展，不斷拓展新的銷
售渠道。

‧ 最佳效益：保持集團利潤持續增長，並且增長率高於系統平均水平；經營活動和投資活動所
創造的淨現金流持續增長，並且其增長率高於利潤增長率，股東權益回報高於系統平均水
平，以稅務貢獻、就業機會及公益投入等回報社會，並通過員工個人價值與企業發展的同步
實現與員工分享企業的成功。

‧ 團隊建設：員工以企業文化為指引，凝結成高效互動的合作團隊，充分展現誠實守信的優秀
品質、熱情敬業的職業素養、訓練有素的職業行為和創新進取的工作方式，獲得系統內、行
業內、合作夥伴、股東的認同、欣賞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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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環境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2018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6.8%。國民經濟總體
運行平穩。

隨著國民經濟穩定發展，消費者需求的增長與升級，2018年上半年度非酒精即飲行業與去年同期
相比，銷量增長至高單一位百分比，由汽水及新品帶動。

尼爾森發佈的數據顯示，中國食品在經營區域內的繼續保持行業領先地位，參與經營的汽水、果
汁、瓶裝水、果奶和功能水等品類合計銷量與銷售額份額分別為 24.3%和 21%。汽水和果汁等主
要品類繼續保持行業領先地位，銷量同比分別增長 31%和 10%。

業績回顧

飲料業務 2018年中期業績與 2017年中期業績相比摘要如下：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
止 6個月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
止 6個月 變動率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8,697.8 6,669.2 +30.4%

銷量增加百分比 +26.7%

毛利率下降百分點 -0.9個百分點

於 2018上半年，中國食品業務實現銷量與收入的雙增長，對比去年同期，分別增長 26.7%和
30.4%，且收入漲幅超過銷量。毛利率受到大宗原材料上漲影響下降 0.9個百分點。由於併購重組
後整合效益逐步顯現，新購裝瓶廠稅前利潤率有顯著改善。中國食品飲料業務無論從總量還是結
構上，均呈良性發展態勢，區域整合效益顯著。

費用管理方面，中國食品通過有效的全面預算管理，嚴格控制各項費用支出，2018年上半年總體
費用率同比下降 1.99個百分點，有機口徑下降 0.9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本公司注重資本性支出
與經營性現金流的管理，逐步降低財務費用，經營利潤率高於去年同期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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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品類發展看：

汽水品類

中國食品在保持核心品牌穩健發展的同時，積極推動高毛利新品，為品類帶來可持續發展的機會
點。在核心品牌方面，可口可樂通過多年夏季促銷的成功推動，持續引領當下時尚潮流，從「昵
稱瓶」、「歌詞瓶」、「台詞瓶」、「密語瓶」到 2018年的「手環瓶」，緊扣當期熱點，引爆消費熱潮。
雪碧與當下最受歡迎的手遊「王者榮耀」和電影漫威家族相結合，以帶有遊戲和電影人物的產品
包裝，拉升雪碧品牌年輕化，吸引目標受眾。在新品方面，針對消費者追求健康、時尚的消費趨
勢，產品包裝升級，全面上市摩登罐；同時，大力推動無糖系列產品在汽水生意中的佔比，在「零
度可樂」和「雪碧零卡」的基礎上，推出「雪碧纖維 +」，自 3月上市以來，保持高翻單率。無糖系列
產品於 2018年上半年銷量同比增長 84%。

於 2018上半年，本公司經營區域內汽水品類銷售額份額增長 0.2個百分點。

果汁品類

繼續加強新一代花語系列產品的鋪貨，2018年啟動特工瓶活動，結合特工主題開展消費者贈飲路
演活動，飲用頻次顯著提升。通過贊助熱門電視綜藝欄目「極限挑戰」和與熱門 IP劇合作，提高
「美汁源三重果粒與花語」系列的知名度和消費者喜愛度。在售點執行方面，加大果汁彩虹陳列客
戶數，加強果汁產品在餐飲渠道的推廣，進一步拉動消費者的購買行為。

水品類

借助水品類的市場需求，除定位於人民幣 1元水市場的冰露外，重點推廣人民幣 2元水的主流品牌
純悅，並積極探索國內、外水源水，以期進入水品類中高端領域。2018年 6月上市新品「純悅神纖
水」，共有原味及青檸黃瓜兩種口味，滿足成人日需28%的膳食纖維，且零糖、零熱量，滿足都市
新主流消費群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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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飲料

從「Monster（魔爪）能量飲料」自 2017年在經營區域內全面上市以來，針對目標消費群精準營銷，
穩步發展。2018年 6月 1日開始至年底，魔爪開啟全國範圍揭蓋有獎活動，聯合當前最火爆的「絕
地求生 • 全軍出擊」遊戲，將魔爪作為道具植入，與遊戲場景完美結合。線下也開展對應主題的店
內陳列和促銷，做到線上、線下整合營銷。在渠道拓展方面，魔爪也在不斷加強與加油站、健身
房的合作，增加在特殊目標渠道的鋪貨。

即飲茶

於 2018年 5月，本公司推出西方果味茶飲品「唷！茶」，包括冰冽金桔風味調味紅茶飲料、混合莓
果風味調味紅茶飲料、蘋果奇異果味調味綠茶飲料共計三個口味。每個口味都包含 480ml塑料瓶
和 480ml易拉罐的兩種包裝。產品包裝設計結合潮流元素，三款手勢與消費者深度互動，還融入
短視頻潮拍等互動玩法，將產品炫彩嘻哈的風格不斷強化，是為當下年輕消費群體打造的一款酷
炫時尚飲品。

咖啡飲料

於 2018年 5月，喬雅在中國全新推出濃香美式和醇香拿鐵兩款口味產品，配方升級，帶來醇正香
濃的咖啡口感。以獨特的高端咖啡杯造型吸引消費者眼球，截至 6月，銷量表現優於預期。

展望

於 2018年下半年，中國經濟與飲料行業預計將會持續平穩發展。雖然面臨原材料上漲帶來的成本
壓力，但區域相連帶來的整合效益以及平台升級帶來的規模效益會進一步提升。中國食品會繼續
推動產品升級，推動「可樂纖維 +」、「芬達零卡」、高端水源水等新品上市。並在促進銷量和收入
增長的同時，進一步加強成本、費用管理，以保證穩定的毛利率和經營利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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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實體的主要經營環境在中國內地。人民幣（「人民幣」）是主要影響本集團實體的表現及本集
團實體的相關交易、事件及狀況的貨幣。因此，本公司功能貨幣已由港元（「港元」）變更為人民
幣。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列報貨幣於本年度由港元變更為人民幣，比較數字以人民幣重列。

收入

銷量增長達 26.7%，而收入增長達 30.4%，主要歸因於原有裝瓶廠的穩定業績加上於 2017年 4月完
成重新特許項目之後新收購裝瓶廠的貢獻。

毛利率

持續經營業務的整體毛利率下降 0.9個百分點，主要由於國際大宗商品及原材料價格（白糖除外）
的市場競爭及價格不斷上升，儘管我們憑著利用新設備生產的優勢和加強供應鏈垂直一體化的優
勢，以降低單位生產成本。

其他收入及收益

於 2017年上半年，出售若干附屬公司、聯營公司的權益及可供出售投資（有關於重新特許項目出
售若干裝瓶廠的股權）錄得一次性收益合共約人民幣 15.6億元。其他收入及收益經剔除上述一次性
收益之後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銷售及分銷支出比率╱行政支出比率

持續經營業務的分銷及銷售支出比率略降 0.3個百分點，主要可歸因於透過區域整合實現供應鏈優
化而使效率提高。

2017年相關中期業績錄得與重新特許項目有關的重大一次性專業費用。持續經營業務的行政支出
比率下降 1.6個百分點，主要乃由於本期間專業費用減少及業務整合效率的逐步體現而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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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與 2017年相應中期業績相若。

所得稅支出

2017年相關中期業績錄得與出售若干附屬公司、聯營公司的權益及作為重新特許項目一部分的飲
料業務的可供出售投資有關的重大所得稅支出。不計上述影響則所得稅支出與溢利保持一致增長。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公司資金部集中管理：

• 重新分配本集團之財務資源；

• 為本集團爭取有成本效益之資金；

• 管理利率及匯率風險在內之財務風險；及

• 抓緊提高收益之機會。

資金部定期及密切監察其整體現金及債務狀況、檢討其融資成本及到期情況以方便再融資。為更
有效的使用現金，本集團已在中國內地使用現金池。此外，資金部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流程，並由
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

於 2018年 6月 30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本集團之無抵押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合共約為人民幣 4.87

億元（2017年 12月 31日：約人民幣 8.32億元）。流動負債淨額約為人民幣 19.05億元（2017年 12月
31日：約人民幣 14.57億元）。

經考慮 (i)持續經營業務的經營活動預測現金流量，(ii)本集團的現有財務資源及槓桿水平，及 (iii)

本集團可供使用的現有銀行授信，董事相信，本集團有充足財務資源清還債務，為其日常業務營
運及於 2018年 6月 30日的已訂約資本開支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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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於 2018年 6月 30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保持不變，仍為
2,797,223,396股。於 2018年 6月 30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本集團有計息銀行借貸約人民幣
17.57億元（2017年 12月 31日：約人民幣 17.57億元）。

於 2018年 6月 30日及 2017年 12月 31日，所有銀行及其他借貸均以人民幣計值，按年利率浮息
4.28%計息，並將於 2020年或之前償還。

於2018年6月30日，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資產約為人民幣41.54億元（2017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39.57億元），本集團淨借貸（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減無抵押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人民幣 12.7

億元（2017年 12月 31日：約人民幣 9.25億元）及淨槓杆比率（本集團淨借貸對比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淨資產比率）約為 31%（2017年 12月 31日：約 23%）。

或有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 2018年 6月 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資產抵押（若干應付票據除外）（2017年 12月
31日：無）。

外匯管理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貨幣負債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計值及計入於在中國內地營運的附屬公司（功能
貨幣為人民幣）的賬目。就於2018年6月30日計息借貸而言，全部計息借貸均以人民幣計值及計入
於中國內地營運的附屬公司賬目。

儘管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用作對沖目的，本集團的資金部積極及密切監察匯率風險。外
匯風險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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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 2018年 6月 30日，本集團於中國內地及香港共僱用 19,686名僱員 (2017年 12月 31日：20,293

名）。本集團根據僱員之崗位、表現、經驗及現時市場慣例釐定僱員薪酬，並提供管理及專業培訓
予僱員。

本集團透過豁免強制性公積金職業退休計劃或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為在香港的僱員提供退休福利，
並提供人壽保險及醫療保險；及為中國內地僱員提供中國法律要求的基本社會保險及住房公積
金。此等福利計劃之詳情載於 2017年報內。

本公司於2006年11月21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已於2016年11月20日屆滿。目前，本
公司並無採納任何新的購股權計劃。最後一批購股權於 2011年 3月 29日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授
出，而購股權的最後可行使日期為 2018年 3月 28日。於 2017年 9月 30日，所有購股權持有人已書
面確認彼等所有已歸屬的購股權已經失效，且因此並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本集團之架構變動

於 2018年 2月，中可飲料的兩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糧可口可樂華中飲料有限公司及湖南中糧
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透過收併完成合併。於合併後，中糧可口可樂華中飲料有限公司接管湖南
中糧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的所有資產及負債，及其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78,000,000元增至人民幣
144,400,000元。此外，湖南中糧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亦已完成註銷登記。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無宣派中期期間之中期股息（2017年 6月 30日：無）。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於整個中期期間一直採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並遵守其所有
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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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整個中
期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列之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中期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閱中期業績

於 2018年 6月 30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 關黃
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
審閱」，以及審核委員會進行審閱。

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網站 (www.hkexnews .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chinafoodsltd.com )上刊登。本公司 2018年中期報告將適時在上述網站上刊登，並將寄發予
本公司之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欒秀菊

香港，2018年 8月 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馬建平先生為董事會主席及非執行董事；欒秀菊女士及沈芃
先生為執行董事；覃業龍先生及肖建平女士為非執行董事；以及祈立德先生 (Mr. Stephen Edward 

Clark)、李鴻鈞先生及莫衛斌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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