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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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YURUN FOOD GROUP LIMITED
中 國 雨 潤 食 品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tock Code: 1068)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8）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中國雨潤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雨潤食品」）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
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
顧期」）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回顧期的中期財務報告雖未經審核，但已由本
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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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979,466 7,178,632
銷售成本 (913,212) (6,791,541)

毛利 66,254 387,091
其他淨收入 4 4,692 67,260
分銷開支 (23,523) (328,602)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38,817) (308,901)
附屬公司不再納入合併範圍的收益 11 – 3,491,306

經營業務業績 8,606 3,308,154

財務收入 300 7,778
財務開支 (20,448) (21,693)

財務開支淨額 5(a) (20,148) (13,915)

除所得稅前（虧損）╱利潤 5 (11,542) 3,294,239

所得稅開支 6 (4,593) (7,559)

期內（虧損）╱利潤 (16,135) 3,286,680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648) 3,288,097
非控制性權益 (5,487) (1,417)

期內（虧損）╱利潤 (16,135) 3,286,680

每股（虧損）╱利潤

基本（港幣元） 7(a) (0.006) 1.804

攤薄（港幣元） 7(b) (0.006)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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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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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虧損）╱利潤 (16,135) 3,286,68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稅後及經重新分類調整）

其後可能重新歸類至損益的項目：
境外業務外幣換算差額 (6,178) 1,948

附屬公司不再納入合併範圍時外幣換算 

差額結轉至損益 11 – (320,886)

(6,178) (318,93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2,313) 2,967,742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8,711) 2,971,278

非控制性權益 (13,602) (3,53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2,313) 2,96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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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84,061 519,916
預付租賃款項 97,211 101,851
無形資產 1,178 1,740
非流動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5,267 167,752

677,717 791,259

流動資產
存貨 88,583 120,65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342,352 314,116
可收回所得稅 70 7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9,913 79,751

490,918 515,243

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508,544 544,288
租賃負債 1,634 1,873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081,308 1,159,321
應付所得稅 4,387 2,552

1,595,873 1,708,034

流動負債淨值 (1,104,955) (1,192,79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27,238) (401,532)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64,694 68,087

負債淨值 (491,932) (469,619)

權益
股本 182,276 182,276
儲備 (722,328) (713,61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540,052) (531,341)
非控制性權益 48,120 61,722

權益總額 (491,932) (46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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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 13,997 (957)

已付財務費用 (53) (206)

已付稅款 (1,954) (11,843)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11,990 (13,006)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5,085) (223,663)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13,793) 12,94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6,888) (223,725)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9,751 307,550

匯率波動對所持現金之影響 (12,950) 11,354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9,913 9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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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按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發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編制，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中適用於本中期財務報表
的披露規定。

中期財務報告需與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的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二一年年
度財務報表」）一并閱讀。除於附註2所述外，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二零二一
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淨虧損為港幣16,135,000元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值及負債淨值分別為港幣1,104,955,000元及港幣491,932,000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為港幣508,544,000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港
幣59,913,000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款為港幣508,544,000元連同預提利息為港幣245,049,000元
已逾期。此外，本集團未能滿足上述銀行借款為港幣508,544,000元的若干借款契諾，而銀行
已對本集團展開訴訟以清償債務餘額。

這些事件或情況對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可能造成重大疑慮及本集團可能沒有具備足夠財務
資源支持其營運及履行到期的財務責任。

為了評核本集團持續經營狀況，管理層採取以下措施以減輕流動性壓力及改善財務狀況：

(i) 積極與銀行磋商以更新銀行融資條款，豁免可按要求償還條款及違反若干銀行承諾及
限制性契諾的要求；

(ii) 積極與銀行商討，以便在需要時獲得額外的新融資及其他資金來源；

(iii) 有關銀行借款作為合併重整的一部分而獲得最終清償的潛在結果； 及

(iv) 實施營運計劃以提高盈利能力及控制成本及產生足夠的經營現金流量。

假設以上的措施有成效，董事則認為本集團具備足夠財務資源支持其營運及履行自報告期完
結日起十二個月內到期的財務責任。因此，本集團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中期財務報告乃屬恰當，
儘管以上事件或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問。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對上述情況和持績經營基準並無分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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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集團未能達到上述計劃及措施所產生的預期效果，則可能無法作為持續經營，並須作
出調整將本集團資產的賬面值減至可變現淨額，計提可能產生的任何進一步負債，並將非流
動資產和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這些調整的影響尚未反映在中期
財務報告中。

2 會計政策變更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集團會計期間
開始生效。其中，以下的修訂適用於本集團。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之 

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至 

二零二零之年度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未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對概念框架的指引

採納上述新╱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並無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a) 分部業績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提呈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
以供調配資源及評估分部業績之本集團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冷鮮肉及冷凍肉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深加工肉製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外收益 721,459 5,765,205 258,007 1,413,427 979,466 7,178,632

分部間收益 164 91,200 – 27,615 164 118,815

呈報分部收益總額 721,623 5,856,405 258,007 1,441,042 979,630 7,297,447

呈報分部業績 (14,338) (132,510) 30,729 (34,215) 16,391 (166,725)

折舊及攤銷 (19,501) (45,030) (1,223) (21,020) (20,724) (66,050)

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虧損 (377) (5,878) (611) (22,903) (988) (28,781)

政府補貼 1,954 1,641 – 279 1,954 1,920

所得稅開支 – (897) (4,593) (6,662) (4,593) (7,559)

本集團並無定期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呈報分部資產及負債。因此，呈報分部
資產及負債並未呈列於中期財務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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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呈報分部收益及利潤╱（虧損）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呈報分部收益總額 979,630 7,297,447
分部間收益對銷 (164) (118,815)

綜合收益 979,466 7,178,632

（虧損）╱利潤

呈報分部稅前業績 16,391 (166,725)
分部間虧損對銷 – (5,324)

16,391 (172,049)

附屬公司不再納入合併範圍的收益 – 3,491,306
財務開支淨額 (20,148) (13,915)
所得稅開支 (4,593) (7,559)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的費用 (7,785) (11,103)

期內綜合（虧損）╱利潤 (16,135) 3,286,680

4 其他淨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政府補貼 1,954 1,920
訴訟虧損撥備（附註） – (3,0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的收益 1,924 7,625
租金收入 53 30,364
銷售廢料 250 1,883
其他 511 28,468

4,692 67,260

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附註5(a)披露之若干銀行對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提
出的訴訟外，本集團並無記錄訴訟虧損（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3,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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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前（虧損）╱利潤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a) 財務開支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款的利息 19,257 21,438

租賃負債的利息 1,138 49

20,395 21,487

銀行費用 53 206

外匯收益淨額 (35) (6,145)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65) (1,633)

20,148 13,915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能滿足銀行借款共港幣508,544,000元（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44,288,000元）的若干借款契諾。此等銀行借款及港幣
245,049,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36,634,000元）之預提利息已逾期。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若干銀行借款以港幣17,88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10,501,000元）之應收賬款抵押及重整公司內若干公司作擔保。

以上銀行借款由重整公司內若干公司作擔保，該等債務已經納入附註11所述之合併重
整的一部分。中國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計劃在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生效後且其債權
經法院待定確認後實現債權受償。債權已經法院裁定確認的債權人未按照重整計劃的
規定受領償債資金和/或抵債股權的，管理人根據重整計劃將應向其分配的償債資金
提存至管理人銀行帳戶或其指定的銀行帳戶，應向其分配的股份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
機構代為持有，直至重整計劃執行完畢之日起滿三年，在此期間內，債權人均可受領
重整計劃項下其可得的債資金和/或抵債股權。重整計劃執行完畢之日起滿三年，因
債權人自身原因仍不領取前述重整計劃項下償債資源的，視為放棄受領的權利。倘若
銀行並無將欠其的債務轉換為新平台的股權而實現債權受償，有關銀行借款將不會自
動被消滅，而相關的法律程序也不會自動被解除，銀行可根據與借款人（為本集團成員）
之間的各自借款協議繼續向借款人追索。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中國境內銀行向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提出之訴訟正進行中，
並要求即時償還港幣508,544,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44,288,000元）
的銀行借款或保證償還同等價值資產。本集團正與有關銀行商討解決有關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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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事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50,981 333,863

定額供款退休金計劃供款 4,017 18,417

54,998 352,280

(c)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存貨成本# 913,212 6,791,541

存貨（撥回）╱撇減 (592) 7,979

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虧損撥備 988 28,781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82 8,176

無形資產攤銷 499 544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20,143 57,330

# 存貨成本包括約港幣35,720,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123,146,000元）的相關人事開支，該金額已包括於附註5(b)。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開支
即年 4,593 7,125

以前年度撥備不足 – 434

所得稅開支總額 4,593 7,559

(a) 根據百慕達及英屬維京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於百慕達及英屬維京群島毋須繳納
任何所得稅。

(b)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須繳納香港利
得稅的應課稅利潤，故本集團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c)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法規，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屬下的中國公司須按稅率25%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惟所有從事農產品初加工
業務的企業均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除外。因此，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從屠宰業務所得利潤均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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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中國稅法，於中國境外成立而實際管理機構位於中國境內的企業或會視作中國居
民企業就其全球收入按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本集團或會被認定為中國居民
企業，其全球收入須以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在若干情況下，中國居民企業
自另一中國居民企業收取的股息將獲豁免繳稅，惟不能保證本集團合資格獲得此項豁
免。

7 每股（虧損）╱利潤

(a) 每股基本（虧損）╱利潤

每股基本（虧損）╱利潤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港幣10,648,000元（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港幣3,288,097,000元）及加權
平均普通股股數1,822,756,000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22,756,000

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利潤

由於所有潛在的普通股具有反攤薄作用，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每股攤薄（虧損）╱利潤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利潤。

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發票日期呈報的應收貿易賬款（扣減預期信貸虧損）賬齡分析以及於報告期末的應收貿易
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明細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日內 39,706 25,143

31日至90日 12,721 3,441

91日至180日 586 1,639

180日以上 3,443 2,240

56,456 32,463

減：預期信貸虧損 (7,421) (6,729)

應收貿易賬款，淨值 49,035 25,734

應收票據 – 202

可抵扣增值稅 156,006 132,156

按金及預付款項 59,508 64,536

其他應收款項 77,803 91,488

342,352 314,116

所有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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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按發票日期呈報的應付貿易賬款（包括應付關聯方款項）賬齡分析以及於報告期末的應付貿
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的明細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日內 51,774 59,345

31日至90日 37,213 14,592

91日至180日 4,915 38,135

180日以上 8,524 5,919

應付貿易賬款總額 102,426 117,991

客戶按金 20,397 9,681

合約負債 28,462 31,223

應付薪金及福利 9,857 13,648

應付增值稅 61,677 57,306

應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款項 19,653 24,076

訴訟虧損撥備 114,090 119,336

應付利息 245,049 236,63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79,697 549,426

1,081,308 1,159,321

10 股息

董事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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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屬公司不再納入合併範圍的收益
本集團共44家直接或間接持有的子公司（「有關子公司」）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經中國法
院裁定被納入合併重整程序。此後由中國法院委任的管理人（「管理人」）啟動接管有關子公
司工作，該程序令管理人於法律上及實質上享有對有關子公司對內對外的控制權。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該44家有關子公司擁有（無論直接或間接）68家子公司。儘管該 
68家子公司沒有被管理人接管（「接管範圍外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本集團自合併重
整程序批准後已失去對44家有關子公司及68家接管範圍外子公司（共112家公司統稱為「重整
公司」）的權力以及參與重整公司所得可變回報之風險或權利，因此本集團已對重整公司失
去控制權。

有鑑於此，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起重整公司的財務報表已不計入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
表中。合併重整計劃已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獲債權人會議表決通過及已於同日獲中
國法院裁定批准。

不再納入合併範圍的負債淨值如下：

南京雨潤
集團

(附註(i))
其他

(附註(ii)) 總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93,644 400,779
投資物業 208,394 –
預付租賃款項 811,034 58,403
無形資產 60 –
非流動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608,574 86,063
存貨 410,113 204,11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136,641 291,729
可收回所得稅 950 1,16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8,096 8,624
銀行及其他借款 (5,248,081) (1,457,036)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4,856,188) (1,076,773)
應付所得稅 (5,230) (886)
租賃負債 – (30,157)

不再納入合併範圍的負債淨值 (2,901,993) (1,513,982) (4,415,975)

出售非控制性權益 (60,410)
不再納入合併範圍時產生的非控制性權益 99,096
不再納入合併範圍時的滙兌儲備轉至損益 (320,886)
與不再納入合併範圍的附屬公司之往來賬戶 1,206,869

附屬公司不再納入合併範圍的收益 (3,491,306)

附屬公司不再納入合併範圍產生的淨現金流出：
不再納入合併範圍的現金以及現金等價物 14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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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南京雨潤集團代表南京雨潤食品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ii) 其他代表南京雨潤集團以外的重整公司。

12 或有負債

於報告期完結日，除於附註5(a)所披露，本集團沒有涉及其他重大的訴訟或訟裁。根據本集
團之管理層所知悉，本集團沒有其他重大未決或對本集團構成威脅的訴訟或索償。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若干非重大訴訟的被告人及涉及若干因本集團的日常業務而
引發的訴訟。目前未能合理地確定有關或有負債、訴訟或法律過程的結果，但本集團的管
理層相信因以上所述案件而引起的任何可能之法律責任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業績
有任何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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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回顧期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無）。

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
行業回顧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受俄烏危機及制裁措施、新一輪疫情及防控政策等超預期因
素衝擊，中國經濟壓力再次增大，在此背景之下，中國加快推動復工復產、復商
復市，上半年宏觀經濟呈現穩中有升格局。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人民幣562,64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
同比增長2.5%，上半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1.7%。疫情反覆之下，
餐飲市場持續低迷。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全
國餐飲收入為人民幣20,040億元，同比下降7.7%。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隨著前期穩產保供各項政策措施成效進一步顯現，新增、改
擴建養殖場生豬產能持續釋放，生豬生產快速恢復。據農業農村部公佈的最新數
據顯示，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生豬出欄3.66億頭，比上年同期增長8.4%；豬肉產
量2,939萬噸，比上年同期增長8.2%。由於生豬供應增加，令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全
國生豬平均價格同比下跌約44%。

中國雨潤食品集團有限公司（「雨潤食品」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回顧期」）內，在面對各種不確定的因素下，
管理層採取了更為積極審慎的策略，在複雜多變的市場環境下堅持信念，為消費
者提供優質的肉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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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新一輪疫情及防控政策等令本集團部分生產基地所在地區短期停工停
產，對業務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隨著重整計劃已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債
權人會議上獲得批准，並於當日獲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本集團聚焦發
展「哈肉聯」系列品牌的主營業務，產品品質不斷提升，務求為消費者帶來安全放
心的產品，加上經營穩健，經營業績得到改善。

產品質量和研發

雨潤食品一直高度重視產品質量，在採購、生產、銷售和物流各個過程中都採取
嚴格的內部質量監控制度，成功在消費者心目中樹立了食品安全、優質的美好企
業形象。雨潤食品自創立以來，一直緊密配合國家和各級地方質量監督機構做好
產品安全和質量管控工作，在各類質量檢驗檢測中始終保持行業領先水平，為消
費者提供安全、放心、健康、美味的肉類產品。

本集團旗下的「哈肉聯」品牌為馳名商標，而「大眾肉聯」亦為「中華老字號」。哈肉
聯一直以來堅持的品質令其載譽無數，不僅是通過ISO9001、ISO14001、
ORSAS18001、ISO22000「四合一」體系認證的肉製品企業，更先後榮獲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家品質獎、首屆中國食品博覽會最高獎、中國肉類協會肉質品品評傳統
風味金獎等數十項殊榮，充分証明了市場對哈肉聯品牌的高度認可。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旗下哈爾濱大衆肉聯食品有限公司在年度「全國3.15誠信品牌
調查活動」中，被評定為「中國3.15誠信企業」。本集團將繼續於保證產品高質素的
同時，著力於研發深受市場喜愛的新產品，進一步提升市場競爭力，維持業內領
先地位。

重整公司不再納入合併範圍

兹提述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二零二一年年
報」）。除另有界定者外，以下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一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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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集團二零二一年年報所披露，由於重整公司不再納入合併範圍，該等公司
的資產及負債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從本集團綜合財務賬目內剝離。由於此等
公司主要為重負債的公司，因此不再納入合併範圍後令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上半
年內確認約港幣34.91億元的收益，此收益乃一次性及非現金項目。於回顧期內並
無確認此等收益。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綜合損益表披露的數據為重整後本公司及餘下37家附屬公司的
損益，而去年同期的比較數字為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公司及重
整前所有附屬公司（包括重整公司）的損益，加上本公司及餘下附屬公司於二零
二一年五月及六月份的損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合并範圍一致。

由於合併範圍的變更，因此回顧期內的損益項目與去年同期相比會產生較多差異，
同時影響相關財務數據的可比性。

銷售及分銷

冷鮮肉和低溫肉製品作為本集團附加值較高的產品，在回顧期內依然是推動整體
業務發展的中堅力量。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冷鮮肉銷售額為港幣6.44億元（二
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52.76億元），佔抵銷內部銷售前本集團總收益約66%（二零
二一年上半年：72%），佔上游屠宰業務收益約89%（二零二一年上半年：90%）；
低溫肉製品的收益為港幣1.45億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10.91億元），佔抵銷
內部銷售前本集團收益約15%（二零二一年上半年：15%），佔下游深加工肉製品
業務收益約56%（二零二一年上半年：76%）。

生產設施及生產能力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上游屠宰及下游深加工肉製品業務的年產能
分別約為335萬頭及5.6萬噸，與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產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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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及主要表現指標

本集團在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錄得收益為港幣9.79億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
71.79億元）。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內確認約港幣34.91億元的附屬公司不再
納入合併範圍的收益，而回顧期內並無確認此一次性之收益，回顧期內股權持有
人應佔虧損為約港幣1,100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港幣
32.88億元）。主營業務所產生的虧損（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扣除政府補貼、出售非
流動資產的損益、外匯收益淨額及訴訟虧損撥備等一次性的虧損）為約港幣1,500

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2.16億元）。每股攤薄後虧損為港幣0.006元（二零
二一年上半年：攤薄後利潤港幣1.804元）。

董事會及管理層在衡量本集團業務發展、表現或狀況時主要以下列主要表現指標
作判斷。

收益
冷鮮肉及冷凍肉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生豬平均採購價格比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下跌約43.6%，由於
合併範圍的變更，屠宰量降至約36萬頭（二零二一年上半年：129萬頭）。

受豬肉價格下跌及合併範圍的變更所影響，上游業務的整體銷售收入（抵銷內部
銷售前）比去年同期減少至港幣7.22億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58.56億元）。
其中，冷鮮肉佔本集團總收益（抵銷內部銷售前）及上游總收益的比例分別約為
66%（二零二一年上半年：72%）及約89%（二零二一年上半年：90%），達到港幣6.44

億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52.76億元）。冷凍肉佔上游業務總收益約11%（二
零二一年上半年：10%），銷售額為港幣7,700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5.80

億元）。

深加工肉製品

由於合併範圍的變更，回顧期內，本集團深加工肉製品銷售額（抵銷內部銷售前）
為港幣2.58億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14.4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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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低溫肉製品的收益為港幣1.45億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10.91億元），
佔深加工業務收益約56%（二零二一年上半年：76%），繼續成為深加工業務的主
要收入來源。高溫肉製品的收益為港幣1.13億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3.50億
元），佔本集團總收益（抵銷內部銷售前）及深加工業務收益分別約11%（二零二一
上半年：5%）及約44%（二零二一年上半年：24%）。

毛利及毛利率

合併範圍的變更的影響令本集團總體毛利從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港幣3.87億元減
少至回顧期內的港幣6,600萬元；但本集團在重整後，專注發展毛利率較高的「哈
肉聯」品牌系列產品則令整體毛利率則較去年同期的5.4%上升1.4個百分點至6.8%。

在上游業務方面，冷鮮肉和冷凍肉的毛利率分別為1.8%和-3.7%（二零二一年上半
年：分別為1.9%及0.8%）。上游的整體毛利率為1.2%，比去年同期的1.8%下降0.6

個百分點。下跌的主要原因為回顧期內國內疫情防控政策影響令生產物流成本增
加以及豬肉價格下跌所致。

在下游深加工肉製品方面，低溫肉製品毛利率為17.6%，較去年同期的18.0%下跌0.4

個百分點；高溫肉製品的毛利率從去年同期的20.1%上升0.4個百分點至20.5%。由
於產品結構調整及原料肉採購價格下降令下游整體毛利率較去年同期的18.5%上
升了0.4個百分點至18.9%。

其他淨收入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其他淨收入為約港幣500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6,700

萬元）。主要為政府補貼和出售預付租賃款項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經營費用

經營費用包括分銷開支和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經營費用為港
幣6,200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6.38億元），佔本集團收益6.4%（二零二一
年上半年：8.9%）。減少的主要原因為合併範圍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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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務業績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經營業務利潤為約港幣900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
33.08億元）。減少的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內確認約港幣34.91億
元的附屬公司不再納入合併範圍的收益，而回顧期內並無確認此一次性之收益。

財務開支淨額

本集團回顧期內的財務開支淨額為港幣2,000萬元，去年同期為港幣1,400萬元。財
務開支淨額比去年同期上升的主要原因為外匯收益淨額減少所致。

所得稅

回顧期內的所得稅開支約港幣500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800萬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利潤

綜合以上因素，於回顧期內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港幣1,100萬元（二
零二一年上半年：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為港幣32.88億元）。於回顧期內，主營業
務所產生的虧損（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扣除政府補貼、出售非流動資產的損益、
外匯收益淨額及訴訟虧損撥備等一次性的虧損）為港幣1,500萬元（二零二一年上
半年：港幣2.16億元）。減虧的主要原因為錄得重大虧損的重整公司自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從本集團綜合財務賬目內剝離以及改善經營的措施逐步獲得成效。

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港幣6,000萬元，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港幣8,000萬元減少港幣2,000萬元。其中以人民幣計價
的金額為約85%（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6%）及以美元計價的為約12%（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餘下的金額以其他貨幣計價。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一年內到期的未償還之銀行借款為港幣5.09

億元，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港幣5.44億元減少港幣3,600萬元。有關本
集團的銀行借款違反貸款協議的詳情，請參閱下文「違反借款協議」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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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借款均以人民幣計價，與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致。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定息債務比率為82.1%（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2.5%）。

本集團在回顧期內的現金淨流出主要為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流入扣除資本開支
及償還部分銀行借款之淨款項。

回顧期內，資本開支為約港幣800萬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港幣1.02億元）。

違反貸款協議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能滿足銀行借款共港幣5.09億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44億元）的若干借款契諾。此等銀行借款連同預提利息港
幣2.45億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37億元）已逾期。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若干銀行借款以港幣1,800萬元之應收賬款抵押及重整公司內若干公
司作擔保。

以上銀行借款由重整公司內若干公司作擔保，該等債務已經納入本公告內綜合財
務報表附註11所述之合併重整的一部分。中國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計劃在二零二二
年一月二十八日生效後且其債權經法院待定確認後實現債權受償。債權已經法院
裁定確認的債權人未按照重整計劃的規定受領償債資金和╱或抵債股權的，管理
人根據重整計劃將應向其分配的償債資金提存至管理人銀行帳戶或其指定的銀行
帳戶，應向其分配的股份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機構代為持有，直至重整計劃執行
完畢之日起滿三年，在此期間內，債權人均可受領重整計劃項下其可得的債資金
和╱或抵債股權。重整計劃執行完畢之日起滿三年，因債權人自身原因仍不領取
前述重整計劃項下償債資源的，視為放棄受領的權利。倘若銀行並無將欠其的債
務轉換為新平台的股權而實現債權受償，有關銀行借款將不會自動被消滅，而相
關的法律程序也不會自動被解除，銀行可根據與借款人（為本集團成員）之間的各
自借款協議繼續向借款人追索。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後至本中期財務報告批准日，上述該等銀行借款未有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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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就以上情況一直積極與各銀行（包括三家國有商業銀行）緊密溝通，商討延
期、重續及╱或修訂未償還銀行借款的條款，在溝通過程中，本集團瞭解銀行方
面不會對本集團採取極端的措施，各方也希望本集團能保持正常運營，因此董事
會相信因上述情況而導致需即時還款的機會不高，對本集團的業務運作並不構成
重大的影響。

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總資產為港幣11.69億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13.07億元），比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了港幣1.38億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總負債為港幣16.61億元，比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港幣17.76億元減少了港幣1.16億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為港幣4.84億元（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20億元），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港幣3,600

萬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預付租賃款項為港幣9,700萬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02億元），此乃本集團之土地使用權成本，按相關使用年
期內以直線法攤銷。

本集團之非流動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主要為購入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預付款項及可抵扣增值稅的非流動部分。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分別為
港幣200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00萬元）及港幣9,300萬元（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65億元）。購入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預付款項並未開始計提折舊或攤銷。

本集團雖然在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處於淨負債的狀態，但本集團尚有約港幣6.78

億元的非流動資產，以支持本集團的日常生產及營運，有關狀況未有嚴重損害本
集團繼續經營業務的能力。董事認為在經濟環境有所好轉，加上管理層繼續積極
改善經營利潤及減低借款壓力的努力下，有信心本集團將會回到淨資產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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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額及負債淨額分別為港幣11.05億
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1.93億元）及港幣4.92億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70億元）。流動銀行借款為港幣5.09億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44億元），而本集團僅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約港幣6,000

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8,000萬元）。誠如以上提述，本集團雖未
能滿足借款的若干合約條款以及部份附屬公司面臨多宗訴訟，但本集團一直積極
地與銀行商討重續及豁免可按要求償還條款及違反若干銀行承諾及限制性契約的
要求及游說銀行作為債權人通過合併重整計劃而實現債權受償等事宜，我們認為
有關討論情況比較正面。此外，本集團並會實施營運計劃以提高盈利能力及控制
成本及產生足夠的經營現金流量。因此，董事認為本集團具備足夠財務資源，支
持其營運及履行自回顧期完結日起十二個月到期的財務責任。

由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為虧損約港幣5.40億元，故計算於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水平並不適合。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賬面為約港幣1,800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1,100萬元）的應收貿易賬款被用以抵押合共約港幣4,500萬元之
若干銀行借款（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700萬元）。

所持重大投資、附屬公司及相聯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以及未來重大投
資或購入資本資產的計劃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概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或有關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於
本公告日，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資產的計劃。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中國境內若干銀行向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提出訴訟並
要求保證即時償還港幣5.09億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44億元）的
銀行借款。本集團正與銀行商討以解決該等訴訟。除上述所披露，本集團沒有涉
及其他重大的訴訟或訟裁及並無其他重大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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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以上之進展，如有需要，本集團將於適當情況及時候，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規定另發公告。

匯價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除購買某些設備和材料及支付若干專業費使用美元、歐元或港幣外，本集團的業
務主要以人民幣進行結算。人民幣為於中國運營的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並不可
自由兌換為外幣。本集團會考慮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外幣的匯率走勢及本集團的
現金流的需要去監察其狀況，以確保其面對的風險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國內和香港合共聘用員工約1,100名（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500名）。回顧期內的員工成本總額為港幣5,500萬元，
佔收益5.6%（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幣3.52億元，佔收益4.9%）。

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和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退休金供款計劃等社會保險計
劃，並設有按表現計算的獎勵花紅以及員工購股權計劃，鼓勵員工進行創新及改
進，這做法與行業慣例相若。此外，本集團亦投入資源為管理人員和其他僱員提
供持續教育及培訓，旨在不斷改善員工的技術及知識水平。

環境保護和表現
隨著企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加強環境保護已經是一種共識和要求。作為一家
負責任的企業，本集團致力推動環境保護，盡最大努力減低生產及業務活動對環
境造成的影響。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堅持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
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施行措施減少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排放。長遠而言本集團
目標在改善相關措施以減低廢物的產生，並積極響應國家政策，配合各級環保部
門加大力度，在企業經濟發展的同時，做好企業的環保治理，努力成為經濟與環
境雙贏的優秀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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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獨立核數師報告所載「無法作出
意見」之補充資料
兹提述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二零二一年年
報」）。除另有界定者外，以下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一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獨立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核數師」）在本公司二零
二一年年報中的獨立核數師報告（「獨立核數師報告」）中，對本集團有關持續經營
的多項不明朗因素及其之間可能產生相互影響而對綜合財務報表所產生累積影響，
因而不對二零二一年年報中的綜合財務報表作出任何意見。有關詳情請參閱「獨
立核數師報告」。

工作計劃
本公司主要的工作計劃包括：

i. 解決逾期銀行借款：本集團目前逾期但未償還銀行借款分別來自三家中國境
內的國有商業銀行。本集團一直跟相關銀行進行溝通，要求本金分期償還，
前期的罰息、複利給予減免。溝通過程一般需要先跟相關貸款銀行的分行取
得共識，在相關分行層面取得審批後上報至總行，經總行最後批准後分行才
可以執行解決方案。而跟每家銀行的溝通時間表、審批流程及當中的難道更
有所不同，本集團需要配合各銀行的審批流程跟其溝通。

由於最近幾個月，國內疫情嚴峻，相關銀行分行所在地的政府在二零二二年
三月至四月份密集性發佈公告，全城非民生類經濟體處於停業狀態並進入了
靜默化管理（如地鐵停運、公交減少車次、私家車限號出行等），導致與銀行
的溝通被迫暫停。雖然與銀行的溝通已經恢復，但若國內疫情持續嚴峻，以
上溝通過程很有可能亦會因而有所滯後。

董事及管理層在過去不斷與銀行進行多次談判，在二零二二下半年至二零
二三年將持續履行其作為董事及管理層的責任，盡力為集團爭取對集團最有
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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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適時在許可的情況下向公司的持份者進一步披露有關解決逾期銀行
借款的詳情。

ii. 通過提升盈利能力、控制成本及產生足夠的經營現金流量：詳情請參閱二零
二一年年報「解決與核數師就持續經營基準的分歧意見及移除「無法作出意見」
的具體計劃」一節。為了改善本集團的財務表現、提高盈利、控制成本及改
善現金流，本集團自去年已經採取一系列的措施。有關措施被落實及執行後，
縱使本集團的業務在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仍然受到非洲豬瘟疫情
與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消費需求下跌，但虧損卻持續在減少，證明措施有
正面的效用。鑒於國內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本集團部分生產基地應國內政
府封城或封區政策而需要停產，加上政府對疫情管控政策要求越來越嚴謹，
各類生產及商業活動受到影響，因此管理層預計以上措施的預期成效有所滯
後最少三至六個月。

移除「無法作出意見」

董事相信，當上述工作計劃可按預期實施時，本集團將能轉虧為盈及符合未償還
銀行借款之修訂條款或再融資條款，并且產生足夠現金流以逐步維持健康及正流
入的現金流以償還銀行借款，以消除核數師對本集團持續經營的不確定性。視乎
有關行動計劃的成功及有利結果（因解決逾期銀行借款的成果取決於各銀行的審
批流程以及溝通進度）以及鑒於國內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而在二零二二下半年
至二零二三年可以完成與各銀行的談判的前提下，董事預期「無法作出意見」於截
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的核數師報告中可被移除。

企業管治
本公司秉承誠信、透明、公開及高效的企業管治原則，一直努力恪守奉行嚴謹之
企業管治，採納了一套完善的企業管治架構和措施，致力達致高標準的企業管治
水平，鞏固提升股東價值。

董事會目前由五名董事組成。為方便有效管理，董事會把其若干功能授予不同的
董事會委員會，包括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本公司已製定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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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明確的職權範圍，涵蓋其權限、職責及功能。董事會及其委員會主要職責包
括監管公司管治的執行、監督財務和業務發展策略及目標並向管理層提供有關建
議、監督公眾披露事項，以及評定管理層表現以釐定是否與本公司營運目標一致。

本公司亦已訂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以確保本公司的資產受到保障、運營
管治措施在運作、業務風險獲適當管理、會計記錄及財務報表獲妥善保存。審核
委員會透過本集團內審部的協助，負責檢討本集團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之有
效性。

本公司通過向股東和投資者及時發佈訊息來保持公司高透明度的管治機制。我們
利用多個溝通渠道，以確保本公司股東可方便、平等和及時地獲得本公司的資料。

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情況，並確信於回顧期內，除下列披露者外，本
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
適用守則條文：

為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C.2.1條的規定，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有
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首席執行官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
以書面列載。然而，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委任祝媛小姐兼任主席及
首席執行官的職務。董事會相信，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職務歸屬於同一人將令本
公司能夠更有效及高效地制定業務策略及執行業務計劃，並有利於本集團的業務
前景和管理。董事會相信，董事會成員由經驗豐富人士及技術人士組成，且有超
過一半人數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能確保權力之平衡。長遠來說，公司會物色及委
任一位合適的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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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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作為所有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時的行為守則。經本公
司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各董事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的規定。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以及討論內
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回顧期之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

回顧期後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項
自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起至本公告日止，概無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項。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會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
網站(www.yurun.com.hk)發佈。本公司之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載有根據《上市規則》
附錄十六（如適用）規定提供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在
本公司和聯交所的網站發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祝媛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執行董事為祝媛（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及楊林偉；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高輝、陳建國及繆冶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