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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欣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一年

同期（「上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業務回顧

概覽

本集團乃亞洲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劑行業領先的分銷商之一。我們出色的研發能力使我們能從本行

業競爭者中脫穎而出，並使我們在建立聲譽及多元化客戶網絡時獨具優勢。我們憑藉研發能力，將

繼續與我們的客戶建立長期戰略聯盟及共同發展，以堅持「成為食品行業最可靠的合作夥伴」的使命。

就國際經濟及國內環境而言，二零二二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中國各地出現新一輪的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COVID-19」），導致封城及港口關閉等情況，從而對全國範圍的消費、生產及長途供應鏈物流
造成擾亂。儘管如此，本集團已迅速應對有關情況，並積極採取策略措施以穩定業務。

中國業務

由於COVID-19疫情，上海（為我們在中國的業務總部）自三月起進行全城封鎖，對整個城市帶來巨大
的經濟及社會破壞。為確保我們的客戶（食品製造商）的穩定供應，我們於封鎖期間在上海採取封閉

式倉庫管理，同時啟動非上海倉庫以滿足其他省份的需求。我們並無收到投訴。自六月解封以來，

本集團正在從疫情中恢復，並積極部署戰略措施以促進業務增長。於廈門、青島、西安、成都、武

漢及鄭州設立的六家中國附屬公司在上海、北京及廣州銷售團隊的引領下，通過更加深入地滲透中

國市場，我們共同顯著擴大了產品銷售及分銷的地域覆蓋範圍。

多年來，我們與全球供應商建立了牢固的關係。例如瑞士的雀巢、日本的三菱、美國的森馨及德國

的瑞登梅爾，這些主要供應商均已與我們合作了近20年。

二零二二年，本集團獲得一項新的代理權，重點關注營養保健行業：

－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獲得韓國正官莊各種食品原料產品的代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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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另一方面，多年來本集團已在中國不同省份建立並維持穩固的客戶基礎。根據不同的食品應用領域， 
我們的核心客戶如下：

類別 業務性質 主要客戶   

乳製品生產商 生產乳製品及冰激凌 光明、雀巢、新希望、伊利及鐘薛高

飲料生產商 生產飲料 可口可樂、三得利、娃哈哈、旺旺、 
統一、農夫山泉及元氣森林

休閑食品生產商 生產糖果、巧克力及零食 不二家、徐福記、瑪氏、好麗友、 
百事及格力高

油脂生產商 生產植物牛油及起酥油 AAK、嘉吉、中糧及嘉里糧油

食品服務提供商 餐飲提供商（主要為餐館及茶飲

店）及上游供應商

博多、大咖國際、捷榮、味可美、 
悸動、一鳴及巴比饅頭

東南亞業務

我們預期，我們的當地辦事處日後將透過向中國市場推出更多東南亞當地口味及喜好，為我們帶來

競爭優勢。然而，營運及採購受限於當地政策及全球COVID-19的復甦情況。

展望及前景

我們對未來的前景依然充滿信心。儘管全球經濟存在不明朗因素，但我們預計我們將繼續實現強勁

的收入增長。展望未來，我們的發展計劃主要包括：

• 繼續通過現有和新增的代理權增加產品銷量：針對餐飲行業和營養保健行業，我們正在尋求與

特色品牌合作，以加強我們的競爭優勢。

• 持續通過自主研發的配方產品和有潛力的食品原料來加強自有品牌及組合。

• 繼續提升我們的研發能力：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二日之公告所披露，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成

功投得一幅約20,936.5平方米土地之土地使用權，本公司計劃在該土地上建造及發展一個具備
食品解決方案實驗室、製造、物流及銷售功能之亞太創新中心。

• 繼續廣泛發掘潛在的戰略投資機會，尋求收購優質目標業務和資產，為本集團創造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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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指經扣除退貨及交易折扣撥備之售出商品發票淨值。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在中國分

銷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劑及包裝材料。本集團於回顧期所錄得的收益為人民幣392.9百萬元，相較於
上年同期的人民幣369.5百萬元增加6.3%。收益增加乃由於與上年同期相比我們產品組合的擴展和
多樣化。

收益淨額之分析乃示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食品原料 206,452 165,464
食品添加劑 186,451 196,841
包裝材料 — 7,156  

392,903 369,461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僅指已售商品的成本，主要為向供應商購買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劑的成本。本集

團於回顧期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332.0百萬元，相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300.0百萬元 增加 10.7%。銷
售成本增加乃由於銷售收入及採購貨品成本增加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回顧期的毛利減少人民幣8.6百萬元至人民幣60.9百萬元（上年同期：人民幣69.5百萬元），
而毛利率下降至15.5%（上年同期：18.8%）。毛利率減少主要由於銷售成本增加以及毛利率較低的食
品原料銷量增加。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銀行利息收入、政府補助、服務費收入及其他。然而，由於上年同期投資

於聯營公司令一次性投資收入增加約人民幣11.4百萬元，其他收入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6.6百萬元
減少人民幣12.6百萬元或75.7%至本回顧期的人民幣4.0百萬元。

欣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22年中期報告5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之分析乃示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1,163 1,235
政府補助* 2,591 2,110
其他 274 309
投資收入 — 11,388
匯兌收益 — 462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 1,117  

4,028 16,621  

* 已確認之政府補助概無未達成之條件及其他或然情況。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員工薪金及福利、運輸開支、差旅費、租金以及差餉及其他。銷售及分銷

開支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6.6百萬元減少人民幣3.4百萬元或20.5%至回顧期的人民幣13.2百萬元。
該減少主要歸因於封城導致差旅減少。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折舊、交際應酬費、上市開支、租金及差餉、研發、員工薪金及福利以及其他。

行政開支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7.8百萬元增加人民幣2.2百萬元或12.4%至回顧期的人民幣20.0百萬
元。該增加主要歸因於員工薪金增加及社保基數上調。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指其他貸款的利息。融資成本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0.5百萬元減少人民幣0.2百萬元至回顧
期的人民幣0.3百萬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來自銀行的短期貸款減少。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2.7百萬元減少人民幣5.2百萬元至回顧期的人民幣7.5百
萬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回顧期的除稅前溢利低於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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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於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中所得稅開支之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即期所得稅 7,050 12,734
香港即期所得稅 1,554 —
與暫時性差異的產生及撥回有關的遞延所得稅開支 (1,103) (47)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7,501 12,687  

回顧期溢利

鑒於上述，回顧期溢利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43.1百萬元減少人民幣19.3百萬元或44.8%至回顧期的人
民幣23.8百萬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報告期末存在以下資本承擔：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土地 25,128 —
樓宇 397 —  

25,525 —
  

資本結構

於回顧期，本公司的資本結構並無發生任何變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資本為人民

幣427.4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371.7百萬元增加人民幣55.7百萬元，乃由於溢利
淨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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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本集團的應收款項週轉天數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52天增加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69
天，主要由於回顧期封城和疫情導致客户付款困難。

現金狀況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為人民幣136.8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134.9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9百萬元，歸因於經營現金流增加。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債項包括銀行借款人民幣0百萬元及應付關聯公司款項人民幣
2.2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為人民幣20.0百萬元。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抵押債務。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按債務除以總資產計算）為17.6%，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則為22.5%。債務包括計息貸款及其他借款。總權益包括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及非控股
權益。

本集團權益結餘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413.8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
人民幣427.4百萬元，歸因於回顧期內的溢利淨額。

庫務政策

本集團已就其庫務政策採納審慎的財務管理方法，因而在回顧期內一直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狀況。

本集團致力透過對其客戶的財務狀況進行持續的信貸評估與評核，降低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

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確保本集團的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的流動性結構

可符合其不時的資金需求。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經營活動主要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所面臨的外幣風險主要來自以外幣採購貨品及以外幣

計值的銀行存款。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幣對沖政策，但會對外幣風險進行監控，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

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本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資產押記（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75名僱員。薪酬乃經參考現行市場條款並根據每名僱員的工作
範圍、崗位職責及表現釐定。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據此本集團董事及僱員有權參與該計劃。本地僱員亦有權基於彼等各自

之表現及本集團盈利能力收取酌情花紅。

報告期後事項

本集團於回顧期後至批准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日概無發生重大事項。

2022年中期報告 欣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8



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規定被當作或視為擁有
的權益及淡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本公司須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聯交所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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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他方

式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性質

所持╱擁有

權益股份數目 權益百分比    

黃海曉先生（「黃先生」） 
（附註）

受控制法團權益 510,000,000 75%

(ii) 於相聯法團普通股的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性質

所持╱擁有權

益股份數目 權益百分比     

黃先生（附註） 海城有限公司（「海城」） 實益擁有人 1 100%

黃先生（附註） 欣融集團有限公司 
（「欣融集團」）

受控制法團權益 1 100%

附註： 黃先生實益擁有海城的全部已發行股本，而海城實益擁有欣融集團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黃先生及海城各自被視為於欣融集團持有的51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其各自的緊密

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或根據標準守
則以其他方式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欣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22年中期報告9



其他資料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以下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

及相關股份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及淡倉：

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擁有

權益股份數目 權益百分比    

海城（附註1） 受控制法團權益 510,000,000 75%

欣融集團（附註1） 實益擁有人 510,000,000 75%

陳冬英女士（附註2） 配偶權益 510,000,000 75%

附註：

1. 欣融集團作為登記持有人持有該等510,000,000股股份。欣融集團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海城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海城被視為於欣融集團持有的51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陳冬英女士為黃先生的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黃先生擁有或視為擁有的510,000,000股股份中
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或法團（董事及本公司主要

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發團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的登記冊的
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當時股東批准並有條件地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以使本公司可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激勵及獎勵彼等對本集團作出貢獻。購股權計劃的主要

條款概述於招股章程附錄四「購股權計劃」一節。於回顧期內概無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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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持有之重大投資

回顧期內，本集團持有田野的28,125,200股股份，約佔田野股權的10.42%。田野為一間於全國中小
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有限責任公司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碼：832023），主要從事農業食品（包括熱帶水
果和蔬菜）的種植、加工及銷售。本集團產生的投資成本（即收購所述田野股份的代價）為人民幣78.8
百萬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田野聯營公司的投資為人民幣99.7百萬元，約佔本集團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總資產的19.2%。

根據田野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其於回顧期錄得收益人民幣212.0百萬元
及純利人民幣24.0百萬元。於回顧期，本集團錄得已變現收益人民幣2.4百萬元，以及未收到任何股
息。本集團認為，田野於回顧期內的業績令人滿意。展望未來，本集團對該投資的前景保持樂觀，

且對當前的投資無意作出變動。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持有任何其他價值高於本公司總資產5%
的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並無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其他計劃。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回顧期概無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保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其股東利益，提升公司價值及問責性。董事會已檢討本

公司企業管治慣例，並信納本公司於回顧期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本公司將繼續提升適用於其業務操守及增長的企業管治慣例，並不時檢

討有關慣例，確保其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並與最新發展一致。

欣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22年中期報告11



其他資料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本身操守守則。經向全體

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已確認彼已於回顧期內遵守標準守則。

股息

董事會於考慮宣派股息時參考本集團整體經營業績、財務狀況及資本需求。董事會不建議就回顧期

派付任何股息。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陳偉成先生、陳家傑先生及孟岳成

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回顧期內的中期業績以及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

並就審計、內部控制、風險管理及財務報告事宜進行討論，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認為中期業績已遵循所有適用會計準則及上市規則。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中期報告。

承董事會命

欣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黃海曉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九日

2022年中期報告 欣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12



簡明綜合中期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392,903 369,461

銷售成本 (332,006) (299,979)  

毛利 60,897 69,48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4,028 16,62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3,183) (16,562)
行政開支 (20,033) (17,834)
其他開支 (2,541) (5)
融資成本 (297) (474)
應佔溢利及虧損：

聯營公司 2,410 4,536  

持續經營產生的除稅前溢利 5 31,281 55,764

所得稅開支 6 (7,501) (12,687)  

持續經營產生的年內溢利 23,780 43,077  

期間溢利 23,780 43,077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3,780 43,077
非控股權益 — —  

23,780 4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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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期間溢利（以人民幣列示） 8 0.03 0.06

其他全面收益

於後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淨額：

將財務報表換算為呈列貨幣之匯兌差額 (5,776) (166)  

於後續期間可能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淨額：

將財務報表換算為呈列貨幣之匯兌差額 8,699 —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2,923 (166)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6,703 42,911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6,703 42,911
非控股權益 — —  

26,703 4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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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176 1,051
使用權資產 4,903 5,903
其他無形資產 8 1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99,682 97,235
遞延稅項資產 822 469
已抵押存款 12 2,513 —
其他非流動資產 6,282 —  

非流動資產總額 115,386 104,668  

流動資產

存貨 10 79,916 60,067
貿易應收款項 11 141,023 156,85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127 28,169
應收關聯方款項 10,076 11,623
已抵押存款 12 16,325 37,90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136,756 134,855  

流動資產總值 403,223 429,47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3 61,369 50,86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8,242 30,335
應付關聯方款項 16 2,159 5,182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 20,000
租賃負債 1,230 2,057
應繳稅項 5,002 7,339  

流動負債總額 88,002 115,777  

流動資產淨值 315,221 313,69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30,607 418,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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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238 3,807
遞延稅項負債 — 750  

非流動負債總額 3,238 4,557  

資產淨值 427,369 413,807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 5,681 5,681
儲備 421,688 408,126  

權益總額 427,369 41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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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保留溢利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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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5,681 207,731 (54) 40,158 522 159,769 413,807
期間溢利 — — — — — 23,780 23,780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將財務報表換算為呈列貨幣之匯兌差額 — — — — 2,923 — 2,923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2,923 23,780 26,703

已宣派二零二一年末期股息 — — — — — (13,141) (13,141)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681 207,731 (54) 40,158 3,445 170,408 427,369       

* 該等儲備賬目包括分別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的綜合儲備人民幣366,024,000元及
人民幣421,688,000元。

** 中國附屬公司可以股息方式合法進行分派的股息分派金額乃經參考根據中國公認會計原則（「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的中國法定財務報表所反映之可供分派溢利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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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保留溢利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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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5,681 207,731 30,541 1,514 91,814 337,281
期間溢利 — — — — 43,077 43,077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將財務報表換算為呈列貨幣之匯兌差額 — — — (166) — (166)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166) 43,077 42,911

已宣派二零二零年末期股息 — — — — (8,487) (8,487)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681 207,731 30,541 1,348 126,404 37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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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 31,281 55,764
已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融資成本 127 258
利息收入 4 (1,163) (1,235)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2,459) (4,536)
折舊 9 203 23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 6
使用權資產折舊 1,484 1,889
應收款項減值 371 (1,117)
存貨減值 1,271 1,361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之議價收購收益 4 — (11,388)  

存貨增加 (21,108) (26,291)
貿易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17,006 (5,040)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減少╱（增加） 9,042 (15,805)
已抵押存款減少╱（增加） 19,068 (1,457)
貿易應付款項增加 7,482 1,30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減少 (12,093) (4,024)  

營運所得╱（所用）現金 50,515 (10,077)
已付所得稅 (10,941) (9,627)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39,574 (1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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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4 1,163 1,235
收購聯營公司的一項投資 — (78,791)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9 (6,605) (683)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5,442) (78,239)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

新銀行貸款 — 20,000
償還銀行貸款 (20,000) —
已付利息 (127) (258)
本金部分租賃付款 (1,880) (1,620)
已付股息 (13,141) —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35,148) 18,1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016) (79,821)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4,855 223,362
外匯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2,917 (160)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6,756 143,3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結餘分析

財務狀況表所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136,756 143,381  

現金流量表所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6,756 14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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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欣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例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投資控股有限公
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的地址為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年內，欣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主要從事分銷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
劑。

2. 編製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

2.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的一切所需資料及披

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綜合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惟於本期間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之以下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的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相應闡釋範例及香
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會計準則的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報告的金額及╱

或本集團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分銷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劑。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營運一個業務

單位，並擁有一個可呈報分部，即食品添加劑分銷。

有關地理區域的資料

由於本集團的收益全部來自中國內地的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劑分銷，且本集團逾95%的可識別
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內地，故並無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 經營分部呈列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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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持續經營業務的收益分別約為人民幣

28,038,000元及人民幣36,940,000元，均來自向單一客戶的銷售（包括向已知與該客戶受共同控
制的一組實體的銷售）。

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銷售貨品 392,903 369,461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i) 分列收益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分部 食品原料 食品添加劑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類型

銷售貨品 206,452 186,451 392,903   

地理區域市場

中國內地 202,421 183,979 386,400
泰國 1,650 986 2,636
越南 2,381 1,486 3,867   

206,452 186,451 392,903   

收益確認的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轉讓的貨品 206,452 186,451 39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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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續）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續）

(i) 分列收益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分部 食品原料 食品添加劑 包裝材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類型

銷售貨品 165,464 196,841 7,156 369,461    

地理區域市場

中國內地 164,580 192,651 7,156 364,387
泰國 298 — — 298
越南 586 4,190 — 4,776    

165,464 196,841 7,156 369,461    

收益確認的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轉讓的貨品 165,464 196,841 7,156 369,461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163 1,235
政府補助* 2,591 2,110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 1,117
投資收入 — 11,388
匯兌收益 — 462
其他 274 309  

4,028 16,621  

* 已確認的政府補助概無未達成之條件及其他或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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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續經營產生的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銷售成本：
已售存貨成本 332,006 299,979  

(b)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薪酬）：
工資及薪金 18,590 17,039
退休金計劃供款 3,467 3,407
其他福利 566 447  

22,623 20,893  

(c) 其他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3 23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 6
使用權資產折舊 1,484 1,889
研發成本：

本年度開支 3,132 1,519
未納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租賃付款 290 388
核數師酬金 115 74
運輸開支 138 3,842
差旅開支 655 748
匯兌差額淨額 2,166 (462)
應計╱（撥回）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371 (1,117)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1,271 1,361
銀行利息收入 (1,163)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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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6.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所得稅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即期所得稅 7,050 12,734
香港即期所得稅 1,554 —
與暫時性差異的產生及撥回有關的遞延所得稅開支 (1,103) (47)  

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7,501 12,687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規則和法規，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無須繳納任何開曼群島及

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本集團基於25%的法定稅率（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釐定）對其附屬公司應課稅溢利計提中國即
期所得稅撥備。

香港附屬公司的首2,000,000港元應課稅溢利按8.25%的稅率徵稅，而餘下應課稅溢利則按16.5%
的稅率徵稅。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末期宣派 — 每股普通股2.25港仙（約人民幣1.93分）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5港仙） 13,141 8,487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八日，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25港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5港仙），合共約人民幣13,141,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人民幣8,48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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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回顧期溢利680,000,000股（二零二一年：
680,000,000股），及回顧期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80,000,000股（二零二一年：680,000,000
股）計算，經調整以反映回顧期的供股。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潛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3,780 43,077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680,000,000 680,000,000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03 0.06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0.0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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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機器 汽車 辦公設備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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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成本 688 953 2,895 — 4,536
累計折舊 (435) (725) (2,591) — (3,751)     

賬面淨值 253 228 304 — 785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扣除

累計折舊 253 228 304 — 785
添置 — 460 131 145 736
匯兌調整 (111) (150) (204) — (465)
期內已撥備折舊 (1) (1) (3) — (5)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扣除累計折舊 141 537 228 145 1,051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成本 687 1,412 3,008 145 5,252
累計折舊 (546) (875) (2,780) — (4,201)     

賬面淨值 141 537 228 145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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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續）

機器 汽車 辦公設備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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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成本 687 1,412 3,008 145 5,252
累計折舊 (546) (875) (2,780) — (4,201)     

賬面淨值 141 537 228 145 1,051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扣除

累計折舊 141 537 228 145 1,051
添置 16 — 140 166 322
匯兌調整 (3) 9 — — 6
期內已撥備折舊 (32) (105) (66) — (203)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扣

除累計折舊 122 441 302 311 1,176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708 1,417 3,148 311 5,584
累計折舊 (586) (976) (2,846) — (4,408)     

賬面淨值 122 441 302 311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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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食品原料 32,132 14,039
食品添加劑 49,121 46,158  

81,253 60,197
存貨撥備 (1,337) (130)  

79,916 60,067  

11.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42,491 157,949
減值 (1,468) (1,096)  

141,023 156,853  

本集團力求對其尚未收回應收款項維持嚴格的監控以盡可能降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定期審

閱逾期結餘。鑒於上文所述及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與各類不同客戶有關，故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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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信。貿易應收

款項及應收票據並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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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續）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並扣除虧損撥備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136,239 149,258
3至6個月 4,635 7,530
6個月以上 149 65  

141,023 156,853  

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已抵押存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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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94 172,761
減：已抵押定期存款：

   就信用證抵押 — 非即期 (2,513) —
   就信用證抵押 — 即期 (16,325) (37,90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6,756 134,855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以美元（「美元」）計值為人民幣2,521,000元（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9,034,000元）；以港元（「港元」）計值為人民幣1,343,000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1,816,000
元），以越南盾（「越南盾」）計值為人民幣1,886,000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3,104,000元），以及
以泰銖（「泰銖」）計值為人民幣1,452,000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365,000元）。

儘管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為其他貨幣，然而，根據中國內地《外匯管理條例》及《結匯、售匯及付

匯管理規定》，本集團獲准透過獲授權經營外匯業務的銀行將人民幣兌換為其他貨幣。

銀行現金按每日銀行存款利率賺取浮動利息。銀行結餘乃存於擁有良好信譽且近期並無違約記

錄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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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交易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61,337 50,864
3至6個月 32 —  

61,369 50,864  

貿易應付款項為不計息且一般於7至90天內結算。

14. 股本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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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0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 16,708 16,708  

已發行且已繳足：

680,000,000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8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 5,681 5,681  

15. 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土地 25,128 —
樓宇 397 —  

25,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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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聯方披露事項

(a) 除本財務資料其他部分詳述的交易外，本集團還有以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由控股股東控制的實體：

向關聯方銷售 10,409 5,941
從關聯方購買 4,088 12,679
從聯營公司購買 503 463
租金開支 84 84  

黃海曉先生：

租金開支 427 427  

(b) 與關聯方的未償還結餘：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關聯方款項 2,159 5,182  

應收關聯方款項 10,076 11,623  

(c) 主要管理人員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酬金：

工資、津貼及實物福利 1,715 1,498
退休金計劃供款 208 195  

1,923 1,693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訂有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已放棄或

已同意放棄任何薪酬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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