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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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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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添美道1號
中信大廈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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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

公司網站
www.zs-un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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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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6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2015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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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2016年上半年財務摘要

• 營業額增加25.4%至人民幣186.8百萬元（2015年上半年：人民幣149.0百萬元）

• 毛利增加3.9%至人民幣131.2百萬元（2015年上半年：人民幣126.3百萬元）

• 本期利潤減少16.7%至人民幣40.3百萬元（2015年上半年：人民幣48.4百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減少16.7%至人民幣5分（2015年上半年：人民幣6分）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2015年上半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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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網絡及產品資料

四川

廣東

福建

浙江

安徽

湖北

江蘇
陝西

山東

天津

北京

遼寧

上海

• 上海 (2)
• 江蘇 (16)
• 廣東 (1)
• 山東 (2)
• 浙江 (1)
• 安徽 (2)
• 四川 (1)
• 湖北 (1)
• 天津 (2)

• 上海 (3)
• 天津 (1)
• 福建 (1)
• 陝西 (1)

• 北京 (2)
• 江蘇 (17)
• 廣東 (4)
• 山東 (2)
• 浙江 (6)
• 四川 (1)
• 湖北 (1)
• 遼寧 (1)
• 安徽 (1)

康培爾店 中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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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網絡及產品資料

康赫雪蓮系列

輔酶 Q10片╱膠囊

中生牌亞麻酸軟膠囊

Y-氨基丁酸

中生牌鹿茸
洋參膠囊

中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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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網絡及產品資料

奶粉產品

DHA藻油

Omega-3軟膠囊

阿薩伊膠囊

橄欖葉提取液

康培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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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網絡及產品資料

月見草油膠囊

天然螺旋藻片

角鯊烯膠囊

高鈣 － 液體鈣
和維生素 D

天然蜂膠膠囊

好健康系列

葡萄籽
55000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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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網絡及產品資料

禾健雨生紅球藻
壓片糖果

輔酶 Q10軟膠囊

三籽康軟膠囊

禾健辣木葉
壓片糖果

禾健蜂膠軟膠囊

禾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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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2016年上半年，本公司完成了對上海禾健營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禾健」）及Living Nature Natural Products Limited

（「LN」）的收購，現時正處於資源整合及其業務合併階段，因此，全年銷售計劃後移。本集團的營業額由2015年上半年

的人民幣149.0百萬元增至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86.8百萬元，增幅為25.4%。考慮到本集團的長期

發展，於2016年上半年，「中生」與「禾健」品牌進行資源整合，因此產生額外成本。此外，於2016年上半年，本集團

加強好健康品牌的推廣活動，導致相關費用有所增加。該等策略令本集團的短期財務業績受到影響。因此，本集團的

純利由2015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8.4百萬元下降至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0.3百萬元，下降16.7%。

近年來，在中國消費者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加、中國人口的平均年齡不斷提升、亞健康狀態人群不斷增多及營養膳食補

充劑對健康有益的意識日益提升等因素的推動下，中國營養膳食補充劑行業持續增長。隨着「健康中國2020」策略的推

出，相關管理政策持續規範及落實。因此，「健康中國2020」理念已推動相關行業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本集團憑藉以品

牌建設為重點，以直營專賣店為主的多渠道商業模式及豐富多元化的產品組合，本集團相信具備足夠條件抓住市場機

遇，力促在營業額、利潤及擴大客戶群方面再創強勁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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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產品組合擁有不同的分銷渠道，包括 (i)

以中生品牌經營的專賣店及地區銷售中心；(ii)以康培爾品牌經營的高檔零售店；(iii)以禾健品牌經營的服務熱線及線

上銷售平台；(iv)以好健康品牌經營的分銷商及藥房；及 (v)以Living Nature品牌經營的分銷商及跨境線上銷售平台。

截至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共計發售634項既有產品及新產品，其中包括53項中生系列產品、117項禾健系列產品、

40項康培爾系列產品、280項好健康系列產品、133項Living Nature系列產品及11項其他產品。此外，本集團於2016

年上半年推出17項新產品，包括1項中生系列產品、4項禾健系列產品、1項康培爾系列產品、6項好健康系列產品及5

項Living Nature系列產品。

為加快產品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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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需要及要求。本集團繼續

與大型研究機構合作，圍繞新產品開發進行研發活動，如姜紅健TM壓片糖果、禾健小薊甘肽片及好健康咽喉舒緩含片。

本集團已建立了一個集科研、生產及銷售為一體的運營主體，形式立體化、全方位、綫上綫下、境內境外相結合的業

務模式，蓄勢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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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2016年上半年，本集團持續參與多項營銷及推廣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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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國國際健康服務業博覽會及第八屆世界養生大會暨2016中國健康養

生產業展覽會等展銷會；(iii)作為澳洲羽毛球公開賽等運動比賽的贊助商；(iv)作為於澳洲舉行的中國好聲音及中華小

姐環球大賽的贊助商；及 (v)投放媒體、平面及互聯網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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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

覆蓋中國13個省份及直轄市的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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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家專賣店及29家地區銷售中心）、28家康培爾品牌零售店及禾健品牌的400條服務熱線和線上銷售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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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開設禾健網店（http://www.hejian.com）、康培爾網店（http://conbair.tmall.com）及微信平台。此外，於

2016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與大型企業合作經營在線銷售平台，如阿里巴巴、天貓國際、京東平台、蘇寧平台及其他

合作平台。

收購附屬公司
(a) LN

參考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6月14日之自願公告，本公司已收購於紐西蘭註冊成立的公司LN的全部已發行股份。

自2016年5月31日起，LN已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LN於紐西蘭成立已有29年，主要於紐西蘭從事化妝品及護膚品製造，其產品分銷至世界各國，如日本、加拿大

及歐洲多個國家。其產品主要使用天然植物原料，並取得BDIH（Bundes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und 

Handelsunternehmen（德國工商聯邦協會））天然化妝品認證，種類涵蓋範圍廣泛，包括面部及身體清潔產品、

保濕、頭髮護理產品及彩妝產品。

(b) 禾健

茲提述 (i)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11月26日、2015年12月17日及2016年1月22日之公告；及 (ii)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2月29日之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收購禾健（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第一

次臨時股東大會」）、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及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已於2016年4月15日召開。日期均為2016年

2月29日之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及上述類別大會通告內所載的所有提呈決議案已以投票表決方式獲正式通過。自

2016年6月3日起，禾健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禾健乃於中國上海成立。禾健主要通過網上平台銷售膳食營養補充劑，且其產品均透過其網站及第三方電商網上

平台向客戶進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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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c) 上海惟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惟翊」）

茲提述 (i)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4月6日及2016年4月27日之公告；及 (ii)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5月3日之通函，

內容有關收購上海惟翊（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集團擁有60%股權的附屬公司及Good Health 

Products Limited（「GHP」）（一間於紐西蘭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專門從事生產營養補充劑）的唯一擁有人）40%

股權。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及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已於2016年

7月21日召開。日期均為2016年5月3日之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及上述類別大會通告內所載的所有提呈決議案已

以投票表決方式獲正式通過。

財務回顧

業績
本集團於2016年上半年的營業額為人民幣186.8百萬元，較2015年同期的人民幣149.0百萬元增加約25.4%。本年度

上半年利潤由2015年的人民幣48.4百萬元減少約16.7%至2016年的人民幣40.3百萬元。按2016年上半年已發行股份

加權平均數約848.6百萬股（2015年上半年：838.2百萬股）計算，本公司的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5分（2015年上半年：

人民幣6分）。

收益
本集團的營業額由2015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49.0百萬元增加約25.4%至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86.8

百萬元。於中國產生的收益由2015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33.5百萬元減少約7.6%至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

民幣123.3百萬元，主要由於中生系列產品與禾健系列產品目前尚處於整合階段。於紐西蘭產生的收益由2015年上半

年的人民幣14.2百萬元增加約282.4%至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4.3百萬元，主要由於好健康系列產

品的銷售增加。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2015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26.3百萬元增至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31.2百萬元。本集

團的平均毛利率則由2015年上半年的84.7%降至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70.2%。毛利率降低主要是由於

GHP貢獻的銷售收入佔集團總體銷售收入比重同比增加，且GHP主要通過多個地點的藥房、超市等毛利較低的不同分

銷渠道銷售產品。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由2015年上半年的人民幣7.1百萬元減少至2016年上半年的人民幣6.8百萬元，主要是由於 (i)

銀行存款及購自銀行的理財產品的利息收入減少；及 (ii)政府補助金及其他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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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銷售及經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經銷開支由2015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2.5百萬元增加約18.8%至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

幣50.5百萬元，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約28.5%及27.0%。有關增加主要是由於 (i)員工成本由2015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23.2百萬元增至2016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6.3百萬元；(ii)廣告及推廣開支由2015年上半年的人民幣7.3百萬元增至

2016年上半年的人民幣9.6百萬元；及 (iii)運輸開支由2015年上半年的人民幣0.8百萬元增至2016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1

百萬元。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2015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3.4百萬元增加約39.7%至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2.7

百萬元，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約15.7%及17.5%。有關增加主要是由於員工成本由人民幣9.3百萬元增至人民幣16.3百

萬元及一般及行政開支由人民幣4.6百萬元增至人民幣8.0百萬元，且有關影響部份被差旅開支減少所抵銷。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2015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8.5百萬元減少約25.4%至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3.8百萬元，

與本期稅前利潤下降相應。本集團於截至2015年及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實際稅率分別為約27.7%及25.5%。

本期利潤
基於上文所述，本集團的本期利潤由2015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8.4百萬元減至2016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0.3百萬元。該

減少主要是由於2016年上半年本集團加大了好健康品牌的推廣活動。考慮到本集團的長期增長，2016年上半年「中生」

與「禾健」品牌處於整合階段，令本集團短期財務業績受到影響。此外，於2016年上半年，因併購產生的公平價值高於

賬面價值的存貨、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的轉回、折舊與攤銷，以及併購發生的中介費用對本期利潤的影響為人民幣5.0

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現金流量
於2016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人民幣29.1百萬元，包括經營活動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12.2百萬元、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14.3百萬元、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2.6百萬元，而人民幣1.2百萬元則為外幣匯

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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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存貨增至人民幣98.0百萬元（於2015年12月31日：人民幣70.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為

了滿足2016年下半年中國市場線上及線下的銷售需求，加大了海外產品的存貨儲備，以及收購禾健帶來的額外存貨。

本集團的存貨包括原材料、在製品、製成品及採購品。於2016年上半年，存貨週轉天數約為544天（2015年上半年：

202天）。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存貨週轉天數增加主要是由於好健康系列產品及原材料以及來自收購禾健的

營養膳食補充劑的存貨水平增加所致。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為人民幣34.2百萬元（於2015年12月31日：人民幣26.4百萬元）。於

2016年上半年，好健康系列產品主要通過分銷商出售，而分銷商通常獲授30天至60天的信貸期。此外，通過分銷商出

售的中生系列產品有所增加。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增至58天（2015年上半年：18天）。

貿易應付款項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為人民幣23.9百萬元（於2015年12月31日：人民幣12.6百萬元）。貿易應

付款項週轉天數增加至118天（2015年上半年：34天），主要是由於為滿足2016年下半年市場需求，本集團加大了存貨

儲備，增加了向供應商採購原材料所致。

匯兌風險
由於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進行中國業務交易，而本集團主要以澳元及紐西蘭元進行海外業務交易，本集團管理層認為

本集團營運所面臨的匯率風險並不重大。因此，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並未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於

2015年6月30日：無）。於2016年上半年，本集團產生匯兌虧損約人民幣0.7百萬元（2015年上半年：人民幣0.4百萬元），

主要是由於將港元兌換為人民幣所致。

借款及資產抵押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0%（2015年上半年：0%）及於2015年及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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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半年，本集團斥資約人民幣10.1百萬元（2015年上半年：人民幣4.0百萬元）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42.3百萬元（於2015年12月31日：人民幣44.9百萬元），其全部為

購建土地及樓宇的承擔。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於2015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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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6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堅守以品牌建設為重點，以直營專賣店及線上平台為主的多渠道商業模式及整合新收購

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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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將繼續抓緊每個機會成為業內領先的營養膳食補充劑供應商。自年初至本報告日期，一項新中生系列產品、六

項新好健康系列產品及四項新禾健系列產品已投放市場，如姜紅健 TM壓片糖果、禾健小薊甘肽片及好健康紐西蘭牛初

乳粉。

本集團於2016年下半年將繼續參加中國多座城市（如廣州、武漢、南京、成都及北京）舉辦的頗具規模的老年保健博覽

會，以及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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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對本集團的未來發展極具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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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專業業務管理理念及模式。除非有無法

預料的情況，本集團對2016年下半年的業績抱持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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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0日，

本集團僱用員工967人（於2015年6月30日：881人）（包括本集團員工579人、GHP員工81人、禾健員工277人及LN

員工30人）。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薪金及相關成本總額約為人民幣43.4百萬元（2015年上半年：人民幣

32.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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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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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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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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載列如下：

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股份類別

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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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於總股本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4)

(%) (%)

桂平湖先生

 （「桂先生」）(2)

董事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477,126,590 (L) 70.81% 52.96%

配偶權益 內資股 52,965,000 (L) 7.86% 5.88%

張源女士 董事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6,599,550 (L) 0.98% 0.73%

徐麗女士 董事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5,498,570 (L) 0.82% 0.61%

朱飛飛女士 董事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659,340 (L) 0.10% 0.07%

余敏女士 監事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659,340 (L) 0.10% 0.07%

吳雪梅女士 監事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551,480 (L) 0.08%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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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先生被視為擁有吳艷梅女士所持有同等數目股份的權益。

(3) 於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之已發行內資股為673,828,770股。

(4) 該等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900,886,770股計算，經計及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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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ii)根據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2月29日的通函內所載收購協議，本

公司於2016年6月14日發行及配發的新62,717,770股內資股。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16年6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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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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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1717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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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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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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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持有

類別股份5%或以上人士（本公司的董事及監事除外）的權益及淡倉載列如下：

股東 權益性質 股份類別

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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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於總股本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4)

(%) (%)

吳艷梅女士 (2)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52,965,000 (L) 7.86% 5.88%

配偶權益 內資股 477,126,590 (L) 70.81% 52.96%

周麗女士 實益擁有人 內資股 44,084,321 (L)(9) 6.54% 4.89%

程小偉先生 (10) 配偶權益 內資股 44,084,321 (L)(9) 6.54%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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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07% 6.78%

上海復星創富投資管理 受控法團權益 內資股 61,111,000 (L)(5) 9.07% 6.78%

 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H股 38,000,000 (L)(11) 16.74% 4.22%

上海復星產業投資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內資股 61,111,000 (L)(5) 9.07% 6.78%

受控法團權益 H股 38,000,000 (L)(11) 16.74%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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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權益性質 股份類別

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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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於總股本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4)

(%) (%)

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 受控法團權益 內資股 61,111,000 (L)(5) 9.07% 6.78%

 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H股 38,000,000 (L)(11) 16.74% 4.22%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內資股 61,111,000 (L)(5) 9.07% 6.78%

受控法團權益 H股 38,000,000 (L)(11) 16.74% 4.22%

復星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內資股 61,111,000 (L)(5) 9.07% 6.78%

受控法團權益 H股 38,000,000 (L)(11) 16.74% 4.22%

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內資股 61,111,000 (L)(5) 9.07% 6.78%

受控法團權益 H股 38,000,000 (L)(11) 16.74% 4.22%

郭廣昌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內資股 61,111,000 (L)(5) 9.07% 6.78%

受控法團權益 H股 38,000,000 (L)(11) 16.74% 4.22%

復星惟實（香港）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H股 38,000,000 (L)(11) 16.74% 4.22%

上海復星惟實一期股權投資

 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受控法團權益 H股 38,000,000 (L)(11) 16.74%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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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權益性質 股份類別

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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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於總股本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4)

(%) (%)

上海復星惟實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H股 38,000,000 (L)(11) 16.74% 4.22%

陳學林先生 實益擁有人 H股 26,500,000 (L) 11.67% 2.94%

First Beijing Investment 

 (Cayman) Limited

投資經理 H股 16,248,000 (L)(7) 7.16% 1.80%

First Manhattan Co. 投資經理 H股 16,248,000 (L)(7) 7.16% 1.80%

First Manhattan LLC 受控法團權益 H股 16,248,000 (L)(7) 7.16% 1.80%

RAYS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

投資經理 H股 15,962,000 (L)(6) 7.03% 1.77%

Ruan David Ching-chi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H股 15,962,000 (L)(6) 7.03% 1.77%

葉約德女士 受控法團權益 H股 15,962,000 (L)(6) 7.03% 1.77%

Asian Equity Special 

 Opportunities Portfolio 

 Master Fund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H股 13,648,000 (L)(6) 6.01% 1.51%

Andre Desmarais（作為

 Desmarais Family 

 Residuary Trust的受託人）

受託人

 （被動受託人除外）

H股 11,420,000 (L)(8) 5.03%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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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權益性質 股份類別

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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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於總股本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4)

(%) (%)

Jacqueline Desmarais（作為

 Desmarais Family 

 Residuary Trust的受託人）

受託人

 （被動受託人除外）

H股 11,420,000 (L)(8) 5.03% 1.27%

Paul Desmarais Jr.（作為

 Desmarais Family 

 Residuary Trust的受託人）

受託人

 （被動受託人除外）

H股 11,420,000 (L)(8) 5.03% 1.27%

Guy Fortin（作為Desmarais 

 Family Residuary Trust的

 受託人）

受託人

 （被動受託人除外）

H股 11,420,000 (L)(8) 5.03% 1.27%

Michel Plessis-Belair（作為

 Desmarais Family 

 Residuary Trust的受託人）

受託人

 （被動受託人除外）

H股 11,420,000 (L)(8) 5.03% 1.27%

Pansolo Holding Inc. 受控法團權益 H股 11,992,000 (L)(8) 5.28% 1.33%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 實益擁有人 H股 11,420,000 (L)(8) 5.03%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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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之已發行內資股及H股分別為673,828,770股及227,058,000股。

(4) 該等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900,886,770股計算，經計及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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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額外股份；及 (ii)根據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2月29日的通函內所載的收購協議，

本公司於2016年6月14日發行及配發的新62,717,770股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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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該等61,111,000股本公司內資股由上海復星創富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持有，而上海復星創富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分別由上海復星創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復星產業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約1.05%及約31.74%。上海復星創富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為上海復星創富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之普通合夥人。上海復星產業投資有限公司由上海復星高

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持有100%的股權。此外，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於南京南鋼鋼鐵聯合有限公司間接持有約60%

股權，而南京南鋼鋼鐵聯合有限公司於上海復星創富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間接持有約13.11%股權。因此，上海

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於上海復星創富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總共擁有約45.90%權益。

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則由復星國際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後者則由復星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

復星控股有限公司則由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後者由郭廣昌先生持有64.45%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限合夥企業之普通合夥人被視為對有限合夥企業擁有實際控制權，即使其於有限合夥企業的股權可能

低於三分之一。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上海復星創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復星產業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復星高科技

（集團）有限公司、復星國際有限公司、復星控股有限公司、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郭廣昌先生被視為於上海復星創富股權投

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持有的61,111,000股本公司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6) Asian Equity Special Opportunities Portfolio Master Fund Limited為RAYS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全資附屬公司，而

RAYS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由Ruan David Ching-chi先生及葉約德女士各持有50%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Ruan David Ching-chi先生及葉約德女士視為持有Asian Equity Special Opportunities Portfolio Master Fund Limited及

RAYS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所持H股權益。

(7) First Beijing Investment (Cayman) Limited透過其附屬公司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16,248,000股H股，而First Beijing 

Investment (Cayman) Limited由First Manhattan Co.及First Manhattan LLC各持有10%。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First Manhattan Co.及First Manhattan LLC視為持有該等16,248,000股H股權益。

(8)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由Pansolo Holding Inc.持 有59.2%的 權 益，Jacqueline Desmarais（亦 為 受 益 人）、Paul 

Desmarais Jr.、Andre Desmarais、Michel Plessis-Belair及Guy Fortin為Desmarais Family Residuary Trust的受託人，間

接持有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Jacqueline Desmarais、Paul Desmarais Jr.、Andre 

Desmarais、Michel Plessis-Belair、Guy Fortin及Pansolo Holding Inc.被視為持有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所持H股

權益。

(9) 於2015年12月17日，周麗女士、周東先生、上海甲翰寅投資有限公司、上海中衛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上海寶捷會創業

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禾健與本公司訂立收購協議（經日期為2016年1月22日的補充收購協議所補充），據此，本公司有

條件同意（其中包括）向周麗女士發行及配發本公司的44,084,321股內資股，作為收購禾健代價的一部分。配發已於2016年6月

14日完成。

(10) 程小偉先生為周麗女士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程小偉先生被視為擁有周麗女士所持有同等數目股份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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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2016年4月6日，本公司、上海復星惟實一期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及復星惟實（香港）有限公司訂立股權轉讓與認購

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向復星惟實（香港）有限公司發行及配發38,000,000股H股，以收購上海惟翊的40%股權。

復星惟實（香港）有限公司由上海復星惟實一期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全資擁有，後者由上海復星惟實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擁有約0.83%。上海復星惟實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上海復星創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約75%。

上海復星創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上海復星產業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約99.1%，後者由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一間由

復星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公司）全資擁有。復星控股有限公司亦持有復星國際有限公司的71.51%股權。

復星控股有限公司由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後者由郭廣昌先生持有64.45%權益。

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上海復星惟實一期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上海復星惟實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復星創

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復星產業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復星國際有限公司、復星控股有限公司、

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郭廣昌先生被視為於復星惟實（香港）有限公司將持有的本公司38,000,000股H股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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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披露董事及監事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自本公司2015年年報刊發日期以來，董事資料的變動載列如下：

• 委任張源女士作為禾健的主席及Living Nature Natural Products Limited、Living Nature Limited、Nature’s 

Infinite Balance Limited及Living Nature Pty Limited的董事。

除上文披露者外，董事及監事資料概無其他變更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的規定予以披露。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規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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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直至本報告日期均已遵

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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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直至本報告日期均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2015年上半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及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發行超額配發股份後，來自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總淨額（「所得款項淨額」）達約428.7百萬港元（人民幣336.4百萬元）。

於2016年6月30日，(i)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72.0百萬元已用於收購GHP（一家於紐西蘭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ii)

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11.2百萬元用於興建研發及測試中心；(iii)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7.8百萬元已用於營銷及推廣

活動；(iv)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6.0百萬元已用於擴大銷售網絡及進軍新地區；(v)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32.0百萬元

已用於營運資金；及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207.4百萬元已存放於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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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所載的建議應用加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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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及第3.22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制定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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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制度，以及協助董事會履行其審核職責。

本集團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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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5 186,809 149,033

銷售成本 (55,635) (22,773)
    

毛利 131,174 126,260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6,775 7,063

銷售及經銷開支 (50,500) (42,474)

行政開支 (32,743) (23,441)

其他開支 (881) (471)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損益 328 –
    

除稅前利潤 6 54,153 66,937

所得稅開支 7 (13,818) (18,545)
    

本期利潤 40,335 48,392
    

以下各項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37,772 47,728

 非控股權益 2,563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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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9 (3,490)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46,604 44,902
    

以下各項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41,912 45,360

 非控股權益 4,692 (458)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9 5分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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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6月30日

2016年
6月30日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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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0 53,775 37,14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0,834 10,957

 商譽 153,557 54,096

 其他無形資產 78,371 19,350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8,746 8,069

 遞延稅項資產 13,442 5,839

 已抵押按金 1,199 1,146

 其他非流動資產 6,207 2,671
    

非流動資產總額 326,131 139,277
    

流動資產
 存貨 98,027 69,990

 貿易應收款項 11 34,162 26,43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47 24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16,960 11,413

 可供出售投資 3,000 –

 其他流動資產 – 7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 504,420 532,326
    

流動資產總值 656,816 640,482
    

總資產 982,947 779,75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4 23,879 12,57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 158,270 25,874

 應付稅項 16,530 20,908

 遞延收入 1,302 –
    

流動負債總額 199,981 59,356
    

流動資產淨值 456,835 581,12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82,966 72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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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6月30日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8,986 4,059

 撥備 670 631
    

非流動負債總額 19,656 4,690
    

資產淨值 763,310 715,713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 90,089 83,817

 儲備 617,336 580,703
    

 非控股權益 55,885 51,193
    

權益總額 763,310 71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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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資本儲備 換算儲備 盈餘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利潤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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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6年1月1日 83,817 360,075 (345) 36,352 (3,871) 188,492 664,520 51,193 715,713

本期利潤 – – – – – 37,772 37,772 2,563 40,335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4,140 – – – 4,140 2,129 6,26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4,140 – – 37,772 41,912 4,692 46,604
           

發行股份用於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4, 16 6,272 123,728 – – – – 130,000 – 130,000

已宣派股息 8 – – – – – (129,007) (129,007) – (129,007)
           

於2016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90,089 483,803 3,795 36,352 (3,871) 97,257 707,425 55,885 763,310
           

於2015年1月1日 83,817 360,075 (670) 19,531 (3,871) 169,074 627,956 4,997 632,953

本期利潤 – – – – – 47,728 47,728 664 48,392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2,368) – – – (2,368) (1,122) (3,49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2,368) – – 47,728 45,360 (458) 44,902
           

來自非控股權益的注資 – – – – – – – 43,000 43,000

已宣派及已付股息 – – – – – (99,994) (99,994) – (99,994)
           

於2015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83,817 360,075 (3,038) 19,531 (3,871) 116,808 573,322 47,539 62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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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2,163) 41,46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4,295) (123,268)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629) (63,11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29,087) (144,91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2,326 550,044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181 (66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 504,420 40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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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本公司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中國江蘇省南京玄武區長江路188

號德基大廈30樓。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從事製造及銷售營養膳食補充劑、保健食品、化妝品及護膚品。

有關附屬公司之資料
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

註冊成立或成立地點及
經營地點╱註冊成立及 已繳足股本╱

本集團應佔權益之
百分比

名稱 成立日期╱法人類別 註冊資本 直接 間接 主要業務

南京中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2003年6月17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20,000,000元 100% — 生產、加工及

 銷售保健食品

蘇州中生健康生物製品

 有限公司
中國 
2008年3月26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6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杭州中研生物製品有限公司 中國 
2008年4月2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6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北京中生美好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中國 
2008年4月9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6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無錫中研健康品有限公司 中國 
2008年4月10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6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常州中生美好生物製品

 有限公司
中國 
2008年4月22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6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濟南中生華商生物製品

 有限公司
中國 
2008年4月30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6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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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註冊成立或成立地點及
經營地點╱註冊成立及 已繳足股本╱

本集團應佔權益之
百分比

名稱 成立日期╱法人類別 註冊資本 直接 間接 主要業務

廣州中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2008年6月27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6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Australia Cobayer Health 
 Food Co Pty Ltd.

澳大利亞 
2009年3月2日 
有限公司

2,000澳元 100% — 食品貿易

深圳市中生華商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中國 
2009年4月23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6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成都中生華美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中國 
2011年4月6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5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鎮江中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2011年4月28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1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武漢中生華商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中國 
2011年5月23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1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青島中生康健生物製品

 有限公司
中國 
2011年6月24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1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上海康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2013年11月18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5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天津康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2014年8月20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1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1. 公司及集團資料（續）

有關附屬公司之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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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註冊成立或成立地點及
經營地點╱註冊成立及 已繳足股本╱

本集團應佔權益之
百分比

名稱 成立日期╱法人類別 註冊資本 直接 間接 主要業務

合肥澳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2014年7月17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1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瀋陽中生美好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中國 
2014年10月30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1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上海惟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 
2014年10月21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120,000,000元 60% — 投資控股

西安澳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2014年12月26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1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杭州澳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2015年4月15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1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福州中生美好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中國 
2015年4月15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1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南京宅易購電子商務

 有限公司
中國 
2015年4月21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1,0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Good Health Products 
 Limited（「GHP」）

紐西蘭 
1987年12月22日 
有限公司

2,200,002紐西蘭元 – 60% 生產、加工及

 銷售保健食品

中生聯合（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2015年3月23日 
有限公司

1港元 100% — 食品貿易

1. 公司及集團資料（續）

有關附屬公司之資料（續）



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32

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註冊成立或成立地點及
經營地點╱註冊成立及 已繳足股本╱

本集團應佔權益之
百分比

名稱 成立日期╱法人類別 註冊資本 直接 間接 主要業務

上海禾健營養食品有限公司 中國 
2007年5月30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6,000,000元 100% – 零售保健食品

上海集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2011年9月30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1,000,000元 – 100% 信息技術維護服務

上海禾健時代郵購有限公司 中國 
2011年3月1日 
有限公司

人民幣500,000元 – 100% 批發及零售食品

Living Nature Natural
 Products Limited

紐西蘭 
1987年 
有限公司

14,784,444紐西蘭元 100% – 生產及銷售化妝品

 及護膚品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的會計政策變動

2.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的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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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除另有指明外，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而所有價值約整至最接近之千位數。

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載有本集團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

集團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1. 公司及集團資料（續）

有關附屬公司之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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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的會計政策變動（續）

2.2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準則、詮釋及修訂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

務報表時所遵循者一致，惟採納於2016年1月1日生效的新訂準則及詮釋則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式之澄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共同安排：收購權益之會計處理

2012年至2014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採納以上經修正準則及新訂詮釋並無對該等財務報表造成重大財務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發佈但尚未生效的任何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

3. 經營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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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經營以

其產品為單位的單一業務分部，並設有單一可報告分部，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澳大利亞及紐西

蘭製造及銷售營養膳食補充劑以及銷售預包裝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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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b) 地域資料
本集團旗下大部分公司的所屬地為中國且彼等的大部分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及紐西蘭。本集團來自外部

客戶的收入主要在中國及紐西蘭產生。

以下為本集團來自主要市場的收入分析：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大陸 123,256 133,511

紐西蘭 54,271 14,174

澳大利亞 1,687 379

其他 7,595 969
   

186,809 149,033
   

(c) 非流動資產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大陸 104,308 39,629

紐西蘭 36,896 26,992

澳大利亞 1,776 835
   

142,980 67,456
   

以上非流動資產之資料乃基於資產所處位置及排除商譽、合營企業投資、遞延稅項資產、已抵押按金及其

他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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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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4. 業務合併

(a) 收購Living Nature Natural Products Ltd（「LN」）
於2016年5月31日，本集團收購LN的100%權益。LN為一間於紐西蘭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專門從事

製造化妝品及護膚品。收購事項已經使用收購法入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有LN自收購日期起一個月

期間的財務業績。

LN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於收購日期的公平值如下：

收購確認之公平值

人民幣千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86

無形資產 — 商標 4,413

無形資產 — 執照 1,059

無形資產 — 客戶關係 1,456

存貨 4,176

貿易應收款項 2,05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4
  

15,698
  

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57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54)

應付股東款項 (2,629)

遞延稅項負債 (2,145)
  

(6,905)
  

按公平值計量之可識別淨資產總額 8.793
  

收購事項產生之商譽 10,757
  

收購事項之購買代價總額 19,550
  

以現金支付 1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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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4. 業務合併（續）

(a) 收購Living Nature Natural Products Ltd（「LN」）（續）
有關收購事項之現金流量分析如下：

人民幣千元

收購事項之購買代價總額 19,550

已收購現金及銀行結餘 (44)
  

收購事項現金流出淨額（計入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19,506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LN已自收購日期起為本集團帶來收入人民幣1,025,670元，並產生虧損人

民幣134,683元。倘若收購事項於本年初發生，本集團本期間的收入及除稅前利潤將分別為人民幣

192,749,738元及人民幣54,173,081元。

已確認商譽主要歸功於將LN的資產及業務活動與本集團的資產及業務活動合併產生的預期協同效益及其他

利益。商譽就所得稅而言不可扣減。

本集團因是次收購事項產生交易成本人民幣537,100元。該等交易成本已列賬開支並計入損益項下行政開支，

且為現金流量表的經營現金流量的一部分。

(b) 收購上海禾健營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禾健」）
於2016年6月3日，本集團完成收購禾健的100%權益。禾健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主要從

事於零售營養補充劑。收購事項已經使用收購法入賬。誠如財務報表附註16所披露，收購事項之購買代價

乃以股份形式支付，本公司發行公平值為人民幣130,000,000元的62,717,770股內資股。中期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載有禾健自收購日期起一個月期間的財務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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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4. 業務合併（續）

(b) 收購上海禾健營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禾健」）（續）
禾健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於收購日期的公平值載列如下：

收購確認之公平值

人民幣千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278

無形資產 — 商標 39,400

無形資產 — 客戶關係 12,040

無形資產 — 保健食品證書 182

遞延稅項資產 5,375

其他非流動資產 4,608

存貨 13,061

貿易應收款項 32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464

可供出售投資 3,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030
  

98,760
  

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8,96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4,787)

應付稅項 (6,930)

遞延收入 (958)

遞延稅項負債 (13,664)

其他非流動負債 (680)
  

(55,983)
  

按公平值計量之可識別淨資產總額 42,777
  

收購事項產生之商譽 87,223
  

收購事項之購買代價總額 130,000
  

以股份按公平值支付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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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4. 業務合併（續）

(b) 收購上海禾健營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禾健」）（續）
有關收購事項之現金流量分析如下：

人民幣千元

已收購現金及銀行結餘 10,030
  

收購事項現金流入淨額（計入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10,030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禾健已自收購日期起為本集團帶來收入人民幣15,691,976元及綜合除稅前

利潤人民幣10,160,405元。倘若收購事項於本年初發生，本集團本期間的收入及除稅前利潤將分別為人民

幣238,817,584元及人民幣62,763,069元。

已確認商譽主要歸功於將禾健的資產及業務活動與本集團的資產及業務活動合併產生的預期協同效益及其

他利益。商譽就所得稅而言不可扣減。

本集團因是次收購事項產生交易成本人民幣1,853,999元。該等交易成本已列賬開支並計入損益項下行政開

支，且為現金流量表的經營現金流量的一部分。

有關過往年度收購事項之資料
收購Good Health Products Ltd.（「GHP」）

於2015年5月29日，上海惟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本集團擁有60%股權的附屬公司）收購GHP的100%股權。

GHP為一間於紐西蘭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專門從事生產營養補充劑。收購事項採用收購法進行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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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4. 業務合併（續）

有關過往年度收購事項之資料（續）
收購Good Health Products Ltd.（「GHP」）（續）

GHP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於收購日期的公平值載列如下：

收購確認之公平值
人民幣千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998
現金 5,277
貿易應收款項 19,655
存貨 24,297
預付款項 779
遞延稅項資產 1,225
無形資產 — 商標 16,985
無形資產 — 分銷網絡 3,344
於一間合營企業的投資 7,956
  

83,516
  

負債
長期貸款及借款 (6,116)
遞延稅項負債 (5,790)
應付所得稅 (1,39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6,421)
  

(29,719)
  

按公平值計量之可識別淨資產總額 53,797
  

收購事項產生之商譽 53,889
  

已轉讓購買代價 107,686
  

收購事項現金流量分析：

人民幣千元

收購事項之購買代價總額 107,686
已收購現金及銀行結餘 (5,277)
於2014年收購事項已付按金 (11,292)
  

收購事項現金流出淨額（計入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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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4. 業務合併（續）

有關過往年度收購事項之資料（續）
收購Good Health Products Ltd.（「GHP」）（續）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GHP已自收購日期起為本集團帶來收入人民幣15,523,299元及綜合除稅前利潤

人民幣5,018,860元。倘若收購事項於2015年年初發生，本集團本期間的收入及除稅前利潤將分別為人民幣

201,088,431元及人民幣77,807,036元。

本集團因是次收購事項產生交易成本人民幣1,310,244元。該等交易成本已列賬開支並計入損益項下行政開支，

且為現金流量表中經營現金流量的一部分。

5. 收益、其他收入及盈利

收益指已售貨品經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的發票淨值及所提供服務的價值。

收益、其他收入及盈利的分析如下：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貨品 185,776 149,033

提供服務 1,033 –
   

186,809 149,033
   

其他收入及盈利

銀行利息收入 4,715 6,707

短期投資收入 160 173

政府補助金* 1,890 183

其他 10 –
   

6,775 7,063
   

* 已收到來自地方政府用於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各種政府補助金。概無有關該等補助金尚未完成的條件或或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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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6.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乃在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的成本 52,682 20,506
員工成本 43,387 32,45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123 103
無形資產攤銷 1,148 222
核數師薪酬 205 95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680 2,052
與物業及商舖有關的經營租賃付款（附註） 8,571 7,868
研發開支 1,263 418
   

附註： 包括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產生的或然租金人民幣1,338,000元（2015年上半年：人民幣2,306,2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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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

 — 中國 12,583 19,616
 — 紐西蘭 4,528 1,220
 — 澳大利亞 – –
   

17,111 20,836
   

遞延稅項 (3,293) (2,291)
   

所得稅開支 13,818 18,545
   

本集團其中一間附屬公司於2015年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證書，獲稅務機關批准享有15%的優惠稅率。本集團
的另外一間附屬公司被視為小微企業，有權享有4%的優惠稅率。除上述附屬公司外，本公司及其於中國註
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所得稅須按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規則及規例釐定的應課稅利潤25%的法定稅率繳納。
紐西蘭所得稅按於紐西蘭營運的附屬公司應課稅利潤的28%計算。澳大利亞所得稅按於澳大利亞營運的附
屬公司應課稅利潤的30%計算。澳大利亞附屬公司因營運虧損而並無於本期及比較期間計提所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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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8. 股息

如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所披露，截至2016年及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已宣派股息如下：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已批准股息 129,007 99,994
   

根據於2016年6月6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股東批准宣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6.75分（2015年：人民幣6.05

分），金額為人民幣60,809,857元（2015年：人民幣50,709,225元））及特別股息每股人民幣7.57分（2015年：人

民幣5.88分），金額為人民幣68,197,128元（2015年：人民幣49,284,337元），該等股息於報告期末尚未派付。

9. 每股盈利

截至2016年及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及年內已發

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848,621,962股（2015年：838,169,000股）（經調整以反映年內所發行之新股份）進行計算。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40,335 48,392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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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621,962 838,1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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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物業、廠房及設備添置為人民幣11,161,469元

（2015年上半年：人民幣4,020,945元），不包括透過業務合併購入的物業、廠房及設備（見附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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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1. 貿易應收款項

2016年
6月30日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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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73 26,714

減值 (411) (284)
   

34,162 26,430
   

總體而言，本集團除GHP及LN以外的實體不授予客戶信貸期，發票一經出具即須支付。GHP提供予客戶的信貸

期一般為30天至60天。LN提供予客戶的信貸期一般為30天至90天。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餘。鑒於上文

所述及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與多家多樣化的客戶有關，本集團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

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增強。貿易應收款項為免息。

基於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虧損）於各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6年
6月30日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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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34 24,500

1至3個月 6,081 1,547

3個月至1年 1,735 380

1年以上 112 3
   

34,162 26,430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的變動如下：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年初 284 –

確認的減值虧損 127 284
   

411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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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1. 貿易應收款項（續）

以上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包括個別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人民幣411,000元（2015年：人民幣284,000元），撥備

前賬面值為人民幣411,000元（2015年：人民幣284,000元）。

並無個別或共同視為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並無逾期或減值 25,560 17,679

逾期不到1個月 4,564 6,821

逾期1至3個月 2,547 1,547

逾期3個月以上 1,491 383
   

34,162 26,430
   

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乃與本集團若干往績記錄良好的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的董事認為不

必就此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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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付款項 7,962 5,902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839 5,217

應收利息 159 294
   

16,960 11,413
   

概無前述資產逾期或減值。計入前述結餘的金融資產涉及並無近期違約記錄的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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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就中期簡明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由以下各項組成：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及手頭現金 284,208 312,217

定期存款 221,411 221,255
   

505,619 533,472

減：已抵押按金 (1,199) (1,14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4,420 532,326
   

14. 貿易應付款項

於各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6年

6月30日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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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 9,726

1個月至3個月 1,372 1,158

3個月至1年 2,387 1,596

超過1年 20 94
   

23,879 12,574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按120天的期限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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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應付款項 7,435 8,926

應計薪酬 13,526 4,161

其他應付稅項 23,749 12,563

應付股息 108,640 –

客戶預付款 4,920 224
   

158,270 25,874
   

其他應付款項並無計息。

16. 股本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27,058,000股（2015年：227,058,000股）

 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的H股 22,706 22,706

673,828,770股（2015年：611,111,000股）

 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的內資股（附註） 67,383 61,111
   

90,089 83,817
   

附註： 於2016年6月，本集團發行62,717,770股內資股，以總代價人民幣130,000,000元收購禾健的100%股份。有關詳情，

請參閱附註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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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7. 關聯方披露

本集團主要關聯方詳情如下：

名稱 關係

桂平湖（「桂先生」）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兼董事（「控股股東」）

桂客 桂先生的兒子（「直系家屬」）

Brandfolio Limited 本集團的合營企業
  

(a) 除財務報表其他部分詳盡載述的交易外，本集團於本期間與關聯方訂有以下交易。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合營企業支付佣金 2,691 –
   

來自合營企業的管理費用收入 1,033 –
   

與控股股東訂立的交易：

 — 向桂先生支付租賃開支 47 47
   

與控股股東的直系家屬訂立的交易：

 — 向桂客支付租賃開支 – 17
   

(b) 本集團主要管理層人員的薪酬：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基本薪資及花紅 1,106 1,302
社會保險及住房公積金 303 278
   

1,409 1,580
   

(c) 關聯方承擔
於2014年1月1日，本公司作為承租人與本集團控股股東桂先生訂立為期三年的租賃協議。年度租賃付款為

人民幣94,7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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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8. 經營租賃安排（作為承租人）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其大部分門店及辦公室物業。物業租期介乎1至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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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以內 14,641 9,664

一年以後但五年以內 14,996 5,093
   

29,637 14,757
   

19. 承擔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擁有以下資本承擔：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作出撥備：

 土地及樓宇 42,285 44,602

 廠房及機械 – 274
   

42,285 4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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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 按類別劃分的金融工具

於報告期末的各類別金融工具賬面值如下：

於2016年6月30日
金融資產

貸款及應收款項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供出售投資 – 3,000 3,000

貿易應收款項 34,162 – 34,162

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 7,511 – 7,5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4,420 – 504,420

已抵押按金 1,199 – 1,199

長期存款 1,487 – 1,487
    

548,779 3,000 551,779
    

金融負債

按攤銷成本計的

金融負債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23,879 23,879

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的金融負債 7,435 7,435
   

31,314 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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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 按類別劃分的金融工具（續）

於2015年12月31日
金融資產

貸款及應收款項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26,430 – 26,430

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 5,511 – 5,5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2,326 – 532,326

已抵押按金 1,146 – 1,146

長期存款 1,487 – 1,487
    

566,900 – 566,900
    

金融負債

按攤銷成本計的

金融負債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2,574 12,574

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的金融負債 8,926 8,926
   

21,500 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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