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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股東：

承董事會命，本人謹此提呈澳優乳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元月一日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半年度報告。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為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後的首个半年，在此半年之中，

本公司之工作主要按照招股說明書所列之指引全力開展，並在穩固上游供應商、增强研發能力、擴展營銷网絡、加强人

力資源隊伍建设方面穩步推進。

本集團業務目標為鞏固及加強與現有奶粉供應商之關係，並透過向新供應商採購奶粉獲得新貨源，分散供應來源、提升

競爭力及擴大本集團高端價位及超高端價位嬰幼兒配方奶粉產品市場分部之產品系列、鞏固及擴大在中國及其他地區之

分銷網絡、加強於研究及開發之實力及力度、改良生產設施及擴大貯存能力及評估向上整合之機會以透過投資奶牛養殖

場或奶粉生產商或與生產奶粉之國際機構合作，以確保奶粉供應穩定。

本集團專注打造品牌，塑造供應優質嬰幼兒配方奶粉產品製造商之形象，同時亦專注於產品品質、分銷網絡建设以及客

户服務。雖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之收益未能達到本公司預期，但本集團相信，由於本集團致力發展上游供應商、建立長期

合作關係及擴大分銷網絡，上半年本集團通過上市競爭實力已大為提升，各項發展能力亦得到提高。

於三聚氰胺事件後，中國政府推出數項規例及採取一連串措施，旨在監管乳製品業及提升乳製品之食物安全，以挽回消

費者之信心。本集團認為此等規例及措施將大力整頓行業之規範，整體而言，對本集團之長遠業務發展更為有利。

本集團將陸續推出數款新品上市，當中包括有機產品及嶄新配方產品，並將推出由法国NUTRIBIO公司生產的產品系列， 

此舉對本集團來年之業績甚為有助。此外，本集團不斷增強分銷網絡，加強各地之媒體廣告投放及積極與其他海外供應

商進行磋商，開發全新系列的特選嬰幼兒配方奶粉產品及其他嬰幼兒營養產品。本集團相信本集團之來年業績將持續增

長，並期望繼續為本公司股東謀取理想回報。

最後，本人藉此機會感謝本集團的客戶、供應商、營銷商及其他商業夥伴的支持和信賴。同時，對本公司董事會同寅，

高級管理階層及本集團全體員工的忠誠和勤勞致以衷心謝意。對本公司各位股東的大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主席

伍躍時

中國，長沙市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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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衛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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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少虹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仇為發先生
萬賢生先生
陳育棠先生

公司秘書
吳少虹女士
林曉豐先生

法定代表
吳少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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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銀行湖南省分行
中國建設銀行黃興路分行
長沙銀行東塘分行

股份編號
17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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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益約為人民幣294,55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約人民幣320,972,000元減少約人民幣26,422,000元或約8.23%。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59,65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約人民幣65,161,000元減少約人民幣5,511,000元或約8.46%。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5.71仙，而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8.1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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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繼續執行與Tatura Milk Industries Limited （「Tatura」）訂立為期五年的供應協議，以確保其為本集團長期提供優質

奶粉生產供應。本集團亦與France Nutribio SAS （「NUTRIBIO」）訂立協議，推出由NUTRIBIO生產的新配方奶粉系列，

以滿足額外供應需求。

本集團之業務乃透過其橫跨中國27個省份、4個自治區及4個直轄市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龐大營銷網絡向營銷商批發營

銷及銷售本公司嬰幼兒配方奶粉產品。此等營銷商進一步將本公司產品營銷及銷售至全中國各地的百貨店、超級市場及

母嬰專賣店等零售店。本集團亦已委任代理商，透過網上購物及廣告片分銷本公司的產品。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銷售額達人民幣294,55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8.23%。然而，整

體的產品毛利率有所增加。本集團之毛利為人民幣153,98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3.01%。本集團目前主要銷售四種

不同系列的嬰幼兒配方奶粉產品及其他嬰幼兒營養產品。四種主要產品系列為A選系列、優選系列、能力多系列及能力

多有機系列，均為面對高端價位及超高端價位嬰幼兒配方奶粉產品的消費者而設。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擴大銷售網絡、增強銷售團隊及鞏固上游供應成為本集團之工作重點。本集團與

更多營銷商訂立合作協議，並增聘銷售人員以擴大銷售團隊。

本集團產品之詳情及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之銷售表現分析如下：

A選系列
A選系列因應不同年齡的嬰兒及幼童配製，分為三個階段：初生至滿12個月之嬰兒，6至18個月大之嬰兒╱幼童及12個月

至3歲大之幼童。A選系列產品配方含有多種益生菌，有助於益菌增殖及加快營養吸收，並含有有助於嬰兒╱幼童腦部發

育的成份。A選系列產品擁有不同份量的罐裝及鋁箔袋裝可供選擇，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要。A選系列產品以高端價位嬰

幼兒配方奶粉市場為目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A選系列之銷售額較去年同期減少約3.67%，約佔本集團整體銷售收益之

11.06%（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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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選系列
優選系列因應不同年齡的嬰兒及幼童配製，分為三個階段：初生至滿12個月之嬰兒，6至18個月之嬰兒╱幼童及12個月

至3歲大之幼童。優選系列產品中加入被認為可增強嬰兒╱幼童免疫系統及有助提升嬰兒╱幼童腦部發育之成份。優選系

列產品備有不同份量之罐裝及鋁箔袋裝可供選擇，滿足消費者的不同需要。優選系列產品以高端價位嬰幼兒配方奶粉市

場為目標。

優選系列以往一直為本集團最高銷售份額之產品。上半年銷售額較去年同期減少約35.69%，約佔本集團整體銷售收益之

29.93%（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2.71%）。由於另一系列能力多有機系列之銷售理想（見下節），故此系

列產品於本集團上半年整體銷售收益之比重略為下跌。

能力多系列
能力多系列由本集團與Tatura共同開發，因應不同年齡的嬰兒及幼童而分為四個階段：初生至滿100日之嬰兒，出生滿

100日至180日之嬰兒，出生滿180日至360日之嬰兒及滿360日及以上之幼童。

由於能力多系列之配方最接近天然母乳，據知可增強嬰兒及幼童免疫系統及腸道系統，因此甚受市場歡迎，為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收益最高之產品。其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額較二零零九

年同期減少約8.22%，佔本集團整體銷售收益約44.82%（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4.82%）。

能力多有機系列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年初推出能力多有機系列產品，甚受市場歡迎。

能力多有機系列由本集團與Tatura共同開發，並取得澳洲農業維護公會（「NASAA」）及中綠華夏有機食品認證中心

（「COFCC」）雙重認證。能力多有機系列因應不同年齡的嬰兒及幼童配製，分為三個階段：初生至滿6個月之嬰兒，6至

12個月之嬰兒╱幼童及12個月至3歲大之幼童。

由於能力多有機系列能夠滿足特別關注嬰幼兒身體健康及採用環保產品的父母的要求，甚受市場歡迎，已成為本集團於

上半年之主要產品系列之一。其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額佔本集團整體銷售收益約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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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產品
其他產品包括嬰幼兒營養補充產品及各種特殊配方奶粉。本集團生產添加不同成分之米粉作為嬰幼兒營養補充食品，亦

因應目標消費者之獨特需要備有各種特殊配方奶粉，包括早產或出生時體重偏低之嬰兒及孕婦或授乳母親。

由於此等產品並非本集團如能力多系列等之主力產品，故銷售收益較其他系列產品為少，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銷售減少約60.32%，佔本集團整體銷售收益之0.85%（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93%）。

品牌及產品推廣

本集團之商標「澳優（Ausnutria）」剛於二零一零年年初獲得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在商標知名度方面認定為「中國馳

名商標」。本集團致力於提升品牌知名度，諸如在中央電視台及香港亞洲電視台播放廣告。此外，我們與湖南衛視金鷹卡

通頻道合作舉辦多項大型活動，包括在中國100多個城市舉辦「能力多寶寶看我Show」活動。

本集團認為本集團之成功及業務增長有賴眾多因素促成，當中包括採用創新獨特之業務策略，以及發展有效的市場推

廣、營銷及客戶服務業務模式，並相信本集團之品牌知名度及聲譽為本集團賴以成功及達致業務增長之重要元素。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益總額約為人民幣294,55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320,972,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減少約8.23%。未經審核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

利約為人民幣59,652,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5,162,000元），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5.71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8.15仙），較去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2.4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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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及附屬公司收購及出售

期內並無任何重大投資及附屬公司收購或出售。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本集團擬繼續物色投資機遇，藉與澳洲、新西蘭及歐洲等地區之潛在奶粉供應商進行向上整合而確保奶粉供應穩定。於

本報告日期，除相關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就上述向上整合機遇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或安排。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資產約為人民幣1,085,187,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080,573,000元），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1,179,273,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597,529,000元），其中

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人民幣665,264,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465,987,000元）。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應付其營運資金需要。本集團於首次公開招股籌集資金後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更加充

裕，足以應付日常業務營運及日後發展所需。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除已抵押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5,879,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6,048,000元）之樓宇以及人民幣2,342,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370,000元）之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

款項外，本集團並無將任何其他資產抵押予任何第三者（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資本架構

有關期內本公司法定或已發行股本之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0。本公司之股本僅由普通股組成。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127,755,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46,529,000元）。本集團之每股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04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03元）。本集團之流

動負債與流動資產比率約為10.83%（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4.21%），資產負債比率（按負債總額除以資產淨值

計算）則約為11.87%（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0.58%）。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之銀行貸

款（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5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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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及外匯風險

於報告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浮息債務責任（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因此，本集團並無存在重大利率風

險。

本集團之絕大部份業務乃以人民幣結算，此為本集團之呈報貨幣。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除若干現金及銀行結餘乃

以港幣結算外，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結算，故匯兌波動對本集團之權益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信貸風險

本集團僅與信譽可靠的第三者進行交易。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其尚未償付應收款項，並密切監控款項追收情況，將信貸

風險降至最低。由於本集團將風險分散至不同組合之客戶，故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金融資產之賬面值為本集團就本集團之其他金融資產所承擔之最

大信貸風險。

資本性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性承擔（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而來自全球發售本公司股份之所得款項淨額約

為港幣823,100,000元（經扣除包銷佣金及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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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來自全球發售之所得款項淨額之用途如下：

 港幣千元

投資上游業務 –

擴充分銷網絡及提升品牌知名度 125,839

加強研發 7,473

推出全新系列之有機嬰幼兒營養產品 47,179

增設生產線及倉庫 1,883

一般營運資金 51,190 

 233,564  

餘額存放於信譽可靠之金融機搆。

董事擬按本公司招股書所載方式動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聘有僱員約474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7人）。僱員人數增加乃因本集團業務

發展所需，此外亦為配合業務推廣及拓展市場所致。僱員的薪酬均參照整體市場趨勢及僱員之表現、資歷、經驗及對本

集團所作之貢獻而釐定。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反映在合併綜合收益表之僱員總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11,599,000

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6,373,000元）。僱員總成本增加乃因員工增多及因應勞工市場趨勢而上調工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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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優乳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變動

本公司之聯席公司秘書李永森先生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辭任。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七日委任林曉豐先生為

財務總監兼聯席公司秘書。有關詳情請參閱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七日之公告。期內，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並無其他人事變

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 (1)條作出之披露

自刊發本公司最新年度報告以來，陳育棠先生已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十日獲委任為長城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333）及創生控股有限公司（「創生」）（股份代號：325）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上述兩家公司之股

份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而創生之股份已自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 (1)條作出披露之其他資料。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股息派發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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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

為標準。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確認於報告期間皆有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已完全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

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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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監事所持本公司或其相關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分）之股本及相關股份中，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規定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已發行

姓名 普通股數目 權益性質  股本百分比

伍躍時先生（「伍先生」） 593,000,000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56.75%

顏衛彬先生（「顏先生」） 200,000,000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9.13%

陳遠榮先生（「陳先生」） 107,000,000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2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相關聯營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

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於報告期間內，本公司之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其未成年子女概無獲授任何權利以購買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且並無

行使任何有關權利；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董事能夠在任何其他法人團體取得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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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優乳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下列人士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持

有5%或以上權益：

   已發行

名稱╱姓名 普通股數目 權益性質 股本百分比

All Harmony International Limited 107,000,000 登記擁有人 10.24%

 （「All Harmony」） (1)

Brave Leader Limited 333,000,000 登記擁有人 31.87%

 （「Brave Leader」） (2)

Silver Castle International Limited 60,000,000 登記擁有人 5.74%

 （「Silver Castle」） (3)

奧優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000 登記擁有人 19.13%

 （「奧優控股」） (4)

陳遠榮先生 (1) 107,000,000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24%

伍躍時先生 (2、3、4) 593,000,000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56.75%

熊梵伊女士（「伍太太」） (5) 593,000,000 家族權益 56.75%

FMR LLC 84,939,000 登記擁有人 8.13%

附註：

1. All Harmony由陳先生及二十名本集團前僱員及現職僱員擁有49.22%。

2. Brave Leader由伍先生、伍星星女士（「伍女士」，為伍先生之胞姊）及顏先生分別擁有59.57%、30.67%及9.76%。

3. Silver Castle由伍先生、伍女士及顏先生分別擁有59.57%、30.67%及9.76%。

4. 奧優控股由伍先生、顏先生及伍太太分別擁有60%、30%及10%。

5. 伍太太為伍先生之配偶，因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伍先生、Brave Leader、Silver Castle及奧優控股所持有股
份中享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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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所述及於「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披露的董事的權益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

士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為了吸引及挽留優秀人才、向彼等提供額外激勵及促進本集團業務成功，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九日有條件採納一

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據此，董事會獲授權可根據該計劃條款全權酌情決定向（其中包括）本集團任何僱員（全職或兼

職）、董事、諮詢人及顧問或任何主要股東、營銷商、承包商、供應商、代理、客戶、業務合作夥伴或服務提供商授出購

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股份」）。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並無授出或同意授出任何購股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第3.21至3.23條。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向董事會提供有關

本集團財務報告程序、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效能之獨立審查意見、監察審計過程，並履行書面職權範圍所載的其他事務

及責任。審核委員會之成員為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仇為發先生、萬賢生先生及陳育棠先生（主席）。本公司及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已經該委員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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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優乳業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致：澳優乳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緒言

我們已審閱載列於第16頁至第34頁之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包括澳優乳業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貴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之相關中期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統稱為「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

定，編製中期財務資料報告須遵照其有關條文及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國

際會計準則第34號」）。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報本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本中期財務資

料作出總結。根據雙方協定之受聘條款，我們的報告僅為全體董事編製，而並不可作其他目的。我們概不就本報告的內

容對其他任何人士負責或承擔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進行審閱。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之審閱工作包括作出查詢，而主要查詢對象為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宜之人士，以及運用分析及其他

審閱程序。審閱之範圍遠較根據香港審核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為小，故未能保證我們能知悉審核可能發現之所有重大事

宜。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總結

根據我們之審閱結果，我們並不知悉任何事宜，致使我們相信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於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國際會計準

則第34號編製。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金融街8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18樓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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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3 294,550  320,972

銷售成本  (140,567 ) (184,711 )    

毛利  153,983  136,261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7,388  4,547

銷售及營銷費用  (75,381 ) (44,717 )

行政費用  (11,430 ) (4,720 )

其他費用  (8,919 ) (121 )

融資費用 4 (1,371 ) (4,181 )    

稅前利潤 5 64,270  87,069

所得稅支出 6 (4,620 ) (21,908 )    

期間利潤  59,650  65,161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70  (10 )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59,820  65,151    

利潤歸屬於：

 母公司擁有人  59,650  65,161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擁有人  59,820  65,151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8 5.71仙  8.1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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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優乳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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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0,227  26,934
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項 10 2,285  2,313
無形資產  1,091  326
遞延稅項資產  1,078  –    

非流動資產總值  34,681  29,573    

流動資產
存貨 11 72,337  44,787
應收賬款 12 104,484  18,04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37,188  68,808
其他金融資產 14 200,000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 665,264  1,465,887    

流動資產總值  1,179,273  1,597,52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6 24,487  25,35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7 48,149  164,620
應派股息 18 54,699  –
計息銀行貸款 19 –  350,000
應付稅項  420  6,551    

流動負債總額  127,755  546,529    

流動資產淨值  1,051,518  1,051,00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86,199  1,080,57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12  –    

非流動負債總額  1,012  –    

資產淨值  1,085,187  1,080,573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及權益總額
已發行股本 20 92,066  92,066
股本溢價  675,843  675,843
建議末期股息  –  55,206
其他儲備  317,278  257,458    

權益總額  1,085,187  1,08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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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法定  兌換    建議   

  已發行股本  股本溢價		 股本儲備 *	 盈餘公積 *	 波動儲備 * 保留盈利 * 末期股息  合計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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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92,066		 675,843		 23,406		 26,598		 (190	)	 207,644		 55,206		 1,080,573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170		 59,650		 –		 59,820

二零零九年派發股息	 13 	 –		 –		 –		 –		 –		 –		 (55,206	)	 (55,206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92,066		 675,843		 23,406		 26,598		 (20	)	 267,294		 –		 1,085,187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		 –		 23,406		 8,555		 20		 73,567		 –		 105,548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10	)	 65,161		 –		 65,151

擁有人分派	 	 –		 –		 (102,479	)	 –		 –		 –		 –		 (102,479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		 –		 (79,073	)	 8,555		 10		 138,728		 –		 68,220
                

*	 此等儲備賬目包括列於合併財務狀況表內之其他儲備人民幣317,278,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57,45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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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產生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24,382 ) 75,297

投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39,080 ) 16,151

融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流出淨額 (436,823 ) (30,254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800,285 ) 61,19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65,887  77,659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338 ) (10 )    

於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65,264  138,84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65,264  13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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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港幣150,000,000

元，分為1,5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元之股份。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原為香港皇后大道西2-12號聯發商業中

心三樓305室，並於二零一零年一月改為香港中環干諾道中77號標華豐集團大廈2101室。本公司之普通股股份於

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作為本集團之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生產、營銷及銷售高端價位及超

高端價位嬰幼兒配方奶粉產品之業務。

2.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之相關未經審核中期簡

明合併綜合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統稱為「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

則委員會所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且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除另有註明者外，未經審核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以人民

幣（「人民幣」）呈列，而所有價值均調整至最接近千位（人民幣千元）。

於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時所遵循者一致，惟亦採納下文未經審核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2.2所載之新頒佈及經修

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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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更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下述新頒佈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支付的支出－集團

  以現金結算的股份支付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非流動資產

  及已終止業務－出售附屬公司控制性權益的計劃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合資格對沖項目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 向擁有者分配非現金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8號 自客戶轉移資產

包含在二零零八年五月頒佈的國際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非流動資產

 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中的對國際  及已終止業務－出售附屬公司控制性權益之計劃

 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

除上文所述者之外，本集團亦於本期間首次採納下列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於二零零九年四月頒佈之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之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國際財務

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國際會

計準則第7號、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採納該等新頒佈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財務影響，於中期簡明合

併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亦無任何重大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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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指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撥備後已售出貨物之發票淨值。

本集團之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銷售貨物  294,550  320,972    

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1,416  4,054

 其他金融資產之投資收入  2,472  –

 政府補助 (i)  3,500  200

 其他  –  293    

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7,388  4,547    

(i) 該等補助並無未達成條件或或然因素。

4. 融資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銀行貸款之利息  1,371  4,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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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前利潤

本集團的稅前利潤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售出存貨成本  140,567  184,711

折舊  1,381  1,239

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28  28

無形資產攤銷*  82  34

經營租賃項下最低租賃款項：

 土地及樓宇  210  2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6

核數師酬金  400  –

廣告及宣傳費用  59,867  33,330

僱員褔利開支 (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薪金及員工褔利  11,109  5,953

 退休褔利供款  490  420    

  11,599  6,373    

*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合併綜合收益表內「行政費用」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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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在香港獲得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稅率計算準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按本集
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澳優乳品（湖南）有限公司（「澳優湖南」）須根據中國現行所得稅法按法定稅率25%（二零零九年：
25%）繳納本年度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當時生效之相關所得稅法例及規例，新成立且營運期超過十年之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符合資格申請豁免
繳納兩年企業所得稅，其後於首個獲利年度起可享有三年企業所得稅減半優惠。根據有關稅務當局於二零零四年
授出之批准，澳優湖南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兩個年度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並可於截至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兩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分別獲享15%及12.5%之優惠
稅率。根據有關稅務當局於二零一零年四月授出之批准，澳優湖南之首個獲利年度經修訂後為截至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據此，澳優湖南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兩個年度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及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三個年度獲享12.5%之優惠稅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中國  4,686  21,908

遞延稅項  (66 ) –    

本期間稅項總支出  4,620  21,908    

稅前利潤以本集團及其主要附屬公司註冊所在司法權區之法定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與以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
之調節，及法定稅率與實際稅率之調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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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香港 中國大陸 合計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千元  %  千元  %  千元  %

稅前利潤╱（虧損） (3,421 )   67,691    64,270         

按法定所得稅率計算之所得稅 (564 ) 16.5  16,923  25.0  16,359  25.5

優惠稅率之稅務影響 –  –  (8,461 ) (12.5 ) (8,461 ) (13.2 )

稅項退回 –  –  (5,692 ) (8.4 ) (5,692 ) (8.9 )

不可扣稅開支 –  –  837  1.2  837  1.3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可供
 分派利潤之預扣稅之影響 –  –  1,013  1.5  1,013  1.6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564  (16.5 ) –  –  564  0.9           

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 –  –  4,620  6.8  4,620  7.2           

集團－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經審核）

 香港 中國大陸 合計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千元  %  千元  %  千元  %

稅前利潤 –    87,069    87,069         

按法定所得稅率計算之所得稅 –  –  21,767  25.0  21,767  25.0

不可扣稅開支 –  –  141  0.2  141  0.2           

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 –  –  21,908  25.2  21,908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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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

8.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之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045,000,000

股（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00,000,000股）計算。

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母公司普通股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59,650  65,161    

股份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年內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45,000,000  800,000,000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發生攤薄事件，故有關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金額與每

股基本盈利金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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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總成本約人民幣4,700,000元購入樓宇、機器、辦公室設備、汽

車及在建工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5,879,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16,048,000元）之

樓宇，以取得本集團獲長沙商業銀行所授予最多人民幣30,000,000元之循環貸款，由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起

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止，為期三年。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結欠長沙商業銀行之貸款

結餘。

10. 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為數人民幣2,342,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2,370,000元）之土地使用

權租賃預付款項，以取得本集團獲長沙商業銀行所授予最多人民幣30,000,000元之循環信貸。有關此循環信貸之

更多詳情載於下文附註21。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結欠長沙商業銀行之貸款結餘。

11. 存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57,762  20,393

製成品 12,212  22,016

其他 2,363  2,378    

總計 72,337  4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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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

本集團一般向若干客戶給予不多於180日之信貸期。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其未償付應收款項。高級管理層定期檢

討逾期結餘。鑑於上述情況及本集團之應收賬款乃與多名不同客戶有關，故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應收賬款為

免息。

本集團按發票日期所計算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76,051  14,902

三至六個月 26,628  1,066

超過六個月 6,838  2,079    

 109,517  18,047

減：減值 (5,033 ) –    

總計 104,484  18,047    

應收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向供應商支付預付款項  59,600  54,004

應收有關連人士款項  47,470  12,530

預付所得稅  24,941  –

其他  5,177  2,274    

  137,188  6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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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付所得稅指因上文附註6所載之所得稅優惠調整而多繳之所得稅，可用於抵銷未來所得稅負債。

上述資產概無逾期或減值。上述結餘所包括金融資產與近期並無拖欠記錄之實體有關。

14. 其他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者湖南信託有限責任公司（「湖南信託」）訂立一份資金信託合

同（「合同」），據此，澳優湖南以人民幣200,000,000元之資金委託湖南信託購買一名獨立第三者湖南省高速公路

建設開發總公司之債務（「債務」）。該債務為無抵押、按年利率5厘計息及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到期。於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債務分類為應收貸款並以攤銷成本計值。

1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現金及銀行結餘  665,264  1,465,887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中之人民幣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262,220,000元（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55,444,000元）。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為其他外幣，但據中國大陸外匯管制條例及

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本集團獲准可通過獲授權從事外匯業務的銀行以人民幣兌換其他貨幣。

銀行存款按基於每日銀行存款利率計算之浮動利率計息。銀行結餘已存入近期並無拖欠賬款記錄之信用良好銀

行。現金及銀行結餘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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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賬款

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兩個月內  23,604  24,768

超過兩個月  883  590    

  24,487  25,358    

應付賬款乃不計算利息及通常於45天內支付。

1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客戶預付款項  24,518  22,726

按金  7,190  15,829

應付有關連人士款項  –  85,452

累計薪金及褔利  3,779  4,101

其他應付稅項  3,316  22,843

其他  9,346  13,669    

  48,149  164,620    

其他應付款項乃不計算利息及無固定還款期限。

18. 應付股息

應付股息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之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應付股息已於二零一零年七

月悉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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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計息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獲得中國建設銀行銀行貸款人民幣350,000,000元。銀行貸款按月利率

0.4425厘計息，為無抵押。人民幣350,000,000元之銀行貸款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悉數償還。

20. 股本

股份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1,5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元普通股  132,152  132,152    

已發行及繳足：

 1,045,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元普通股  92,066  92,066    

21.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物業及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項已被抵押，以取得人民幣30,000,000元之銀

行循環信貸。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第9及10。

22.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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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營運租賃安排

作為承租人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註銷經營租約於以下到期日應付之未來最低租賃款項之詳情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年內  210  420    

24. 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承擔（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25. 有關連人士之交易

(a) 除已於本財務報表其他地方已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向長沙新大新物業管理

 有限公司（「新大新物業」）

 支付辦公室租金開支 (i)  210  210

向本集團提供擔保 (ii)  80,000  27,328

向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

 （「新大新」）銷售商品 (iii)  –  51

利息收入 (iv) –  3,286

向本集團提供擔保 (iv) –  160,000

向湖南澳博蘭食品有限公司

 （「澳博蘭」）銷售商品 (v) –  1,846

從澳博蘭購買商品 (vi)  1,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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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本集團向本公司之同系附屬公司新大新物業租用一幢位於長沙之辦公室樓宇內若干物業。於期內，租金
乃根據雙方按年協定之條款支付。董事認為，租金開支乃參考可資比較物業之當前市場租金後釐定。

(ii)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獲中國銀行授予為數人民幣80,00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27,328,000元）之信貸額。信貸額乃由本集團之同系附屬公司新大新提供擔保。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從中國銀行之借款。

(iii) 銷售價格乃參考向主要獨立第三者客戶提供之售價後釐定。

(iv)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二日，本集團獲中國建設銀行授予銀行貸款人民幣160,000,000元。銀行貸款由新大
新提供擔保，並按10.87厘年利率計息。銀行貸款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清還，有關擔保亦因而解除。

 本公司董事認為，銀行貸款僅為向新大新提供融資而作出，故就銀行貸款而產生為數人民幣3,286,000元
之所有利息須由新大新全數支付。於二零零九年三月，本集團以獲得之銀行貸款人民幣160,000,000元向
新大新提供總數人民幣143,000,000元之財務支援，有關款項己於二零零九年五月悉數償還。

(v) 本集團按購買價向本集團之同系附屬公司澳博蘭出售價值人民幣1,846,000元之橄欖油。

(vi)  本集團向本集團之同系附屬公司澳博蘭購買價值人民幣1,312,000元之橄欖油，並作為福利分派予若干僱
員。銷售價格乃參考向主要獨立第三者客戶提供之售價後釐定。

(b) 與有關連人士之結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澳博蘭  380  1,564

 All Harmony International Limited (i)  8,873  –

 Silver Castle International Limited (i)  4,991  –

 奧優控股有限公司 (i)  10,019  2,612

 Braver Leader Limited (i)  23,207  8,35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All Harmony International Limited (i)  –  46,403

 Silver Castle International Limited (i)  –  39,049    

與有關連人士之結餘為不計利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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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此等實體為本公司之股東並為本公司若干執行董事所控制。該等結餘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悉數償還。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補償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465  24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  2    

向主要管理人員支付之補償總額  470  250    

26. 經營分部資料

作為管理用途，本集團唯一之經營及可申報分部為於中國（包括香港及澳門）從事生產、營銷及銷售高端價位及超

高端價位嬰幼兒營養產品。本集團所有對外客戶收入及經營利潤均產生自此分部。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全部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概無本集團向單一對外客戶之銷售額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收入10%或以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27. 結算日後事項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後並未發生任何重大事件。

28. 財務報表的批准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獲董事會批准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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