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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總部及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
福建省晉江市
五里工業園區

香港營業地點
香港北角
英皇道510號
港運大廈
21樓2108室

上市地點及股份代號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62

公司網址
http://www.lbxxgroup.com

（此網站所載的資料並不構成本中期報告的一部分）

董事局
執行董事
鄭育煥（主席）
鄭育雙（行政總裁）
鄭育龍

非執行董事
李鴻江（副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標
孫錦程（於2022年9月2日辭任）
鍾有棠
郭麗（於2022年9月2日獲委任）

公司秘書
陳貽烙

授權代表
鄭育雙
陳貽烙

審核委員會
鍾有棠（主席）
李標
孫錦程（於2022年9月2日由郭麗替任）
郭麗（於2022年9月2日獲委任）

薪酬委員會
孫錦程（主席）（於2022年9月2日由郭麗替任）
郭麗（主席）（於2022年9月2日獲委任）
鄭育龍
鍾有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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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續）
　

提名委員會
李標（主席）
鄭育雙
鍾有棠

核數師
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
畢打街11號置地廣場
告羅士打大廈31樓

法律顧問
盛德律師事務所
香港中環
金融街8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39樓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Conyers Corporate Services (Bermuda) Limited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晉江市支行
中國
福建省晉江市
青陽曾井小區
建行大廈

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支行
中國福建省泉州市
豐澤街311號君逸大廈1層

中信銀行泉州市支行
中國
福建省泉州市
人民銀行大樓1-2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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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附註： EBITDA/(LBITDA)指扣除利息、所得稅、折舊、攤銷、按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之撥備、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以及物業、廠房及
設備撇銷前之溢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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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人民幣3億4,860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3.5%，主要由於果凍產品、甜食產品及
其他休閒食品銷售額分別減少1.5%、21.0%及39.1%所致。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中國消費者的消費意欲從新型冠狀病
毒（「COVID-19」）疫情的打擊中逐漸恢復。消費者意欲復甦及中國大部分地區解除封鎖措施利好本集團的銷售額。然而，於
2022年農曆新年後及直至2022年5月，中國部分城市或省份（如上海、晉江及吉林）COVID-19仍然激增。該等地區的當地政府已
採取措施將COVID-19疫情的影響降至最低，包括但不限於：對受感染人士及其密切接觸者進行強制隔離，對遊客及旅客進行強
制檢疫及對高風險地區進行封鎖（統稱「政府措施」）。由於政府措施，本集團於福建晉江的主要附屬公司於2022年3月及4月被
要求暫時中止生產及營運。因此，本集團的銷售表現於2022年3月及4月受到不利影響，並導致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銷
售額較2021年同期有所下降。

較去年同期的溢利淨額人民幣2,750萬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人民幣490萬元。本集團於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虧損淨額，主要由於(i)我們於晉江的附屬公司於2022年3月及4月暫時中止生產及營運令銷售額及毛
利率分別減少約人民幣1,280萬元及人民幣1,210萬元以及若干主要原材料成本增加；(ii)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概無出售
物業收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人民幣1,340萬元）；及(iii)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出
現虧損（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無）。

收益
2022年上半年的收益較2021年同期減少約3.5%至人民幣3億4,860萬元。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銷售表現受到消費者意欲復甦
及中國大部分地區解除封鎖措施的積極影響。然而，於2022年農曆新年後及直至2022年5月，中國部分城市或省份（如上海、晉
江及吉林）COVID-19仍然激增。由於上述政府措施，本集團於福建晉江的主要附屬公司於2022年3月及4月被要求暫時中止生產
及營運。因此，本集團的銷售表現於2022年3月及4月受到不利影響，並導致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銷售額較2021年同
期有所下降。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致力發展其分銷網絡。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930名分銷商（2021年6月30日：915名）。

果凍產品
果凍產品的收益由202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3億2,810萬元減少約1.5%至2022年上半年的人民幣3億2,320萬元。於截至2022年6

月30日止6個月，源自果凍食品的收益增加約2.7%至人民幣1億7,700萬元，而源自果凍飲品的銷售額減少約6.1%至人民幣1億
4,620萬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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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續）
　

甜食產品
甜食產品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錄得收益減少。甜食產品銷售額從202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860萬元減少約21.0%至
2022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470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我們於晉江的附屬公司於2022年3月及4月暫時中止生產及營運。

飲料產品
中國飲料市場的競爭仍然異常激烈，且由若干主要品牌主導。本集團飲料產品的收益於2022年上半年增加約113.9%至人民幣
250萬元，乃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內推出新的乳飲料。儘管本集團將於飲料行業佔據一席之地，但本集團將持續把其重心從
飲料產品轉移至核心及利潤更高的果凍產品。

其他休閒食品
其他休閒食品的收益減少約39.1%至人民幣820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我們於晉江的附屬公司於2022年3月及4月暫時中止生產
及營運。

銷售成本及毛利
銷售成本於2022年上半年減少約0.3%至人民幣2億3,300萬元，主要由於銷售額相應減少所致。毛利於2022年上半年減少約
9.5%至人民幣1億1,560萬元。毛利率由2021年上半年的35.3%下降至2022年上半年的33.2%，主要由於原材料（如白糖及卡拉
膠）成本增加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於2022年上半年增加約12.8%至人民幣5,710萬元，主要由於回顧期間內廣告及推廣開支增加約42.2%至人民
幣3,450萬元，以推廣新零售、電商、社交媒體及社區等分銷渠道。

行政開支
2022年上半年的行政開支較2021年同期減少約6.1%至人民幣4,300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實行更嚴格的成本控制。

所得稅開支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於百慕大、英屬維爾京群島及香港並無任何應課稅收入。中國附屬公司須就其期間內應
課稅溢利按所得稅稅率25%繳納所得稅。於回顧期間，所得稅抵免主要由於遞延稅項資產變動所致。

期內（虧損）╱溢利淨額
較去年同期的溢利淨額人民幣2,750萬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人民幣490萬元。本集團於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虧損淨額，主要由於(i)我們於晉江的附屬公司於2022年3月及4月暫時中止生產及營運令銷售額及毛
利率分別減少約人民幣1,280萬元及人民幣1,210萬元以及若干主要原材料成本增加；(ii)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概無出售
物業收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人民幣1,340萬元）；及(iii)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出
現虧損（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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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續）
　

財務回顧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本集團主要以現金及銀行結餘、經營現金流及銀行借款，撥付其營運及資本開支。

於2022年6月30日，銀行結餘及銀行存款為人民幣8,770萬元，較於2021年12月31日的結餘增加人民幣710萬元。銀行結餘及銀
行存款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收到來自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的所得款項人民幣3,600萬元（扣除銀行借款減少
人民幣1,820萬元及支付利息開支人民幣1,420萬元）所致。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即總借款除以總權益）為138.4%（於2021年12月31日：140.5%）。本集團維持足夠
的現金及可動用銀行融資，以滿足其營運資金需要及把握日後任何潛在的投資商機。本集團將不時作出審慎財務安排及決定，
以應對國內外金融環境變動。

現金流
本集團於2022年上半年錄得經營活動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3,790萬元（ 2021年：人民幣1億5,150萬元），較去年同期顯著改善。
回顧期間經營現金流改善主要是由於回顧期間貿易應收款項收款的改善。本集團於2022年上半年已向投資活動投入人民幣
170萬元，主要用於升級生產廠房的生產線。此外，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收到來自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的所得款項人民幣3,600萬元。本集團於2022年上半年的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2,930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
間償還銀行借款約人民幣1,820萬元及支付利息開支人民幣1,420萬元所致。

資本開支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產生資本開支人民幣170萬元，主要用於升級生產廠房的生產線。

存貨分析
本集團的存貨主要包括果凍產品、甜食產品、飲料產品及其他休閒食品的成品，以及原材料及包裝材料。於2022年6月30日，結
餘較年初增加人民幣130萬元。2022年及2021年上半年度的存貨周轉日分別為61天及69天。

貿易應收款項
貿易應收款項主要指應收批發分銷商的結餘。本集團一般以信貸形式出售產品，並授予大部分批發分銷商180天的信貸期。結
餘較年初減少人民幣2,440萬元。2022年及2021年上半年的貿易應收款項周轉日分別為194天及173天。該期間結束後及直至本
中期報告日期，批發分銷商償付貿易應收款項約人民幣1億1,7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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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續）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於2019年5月15日，本公司的一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賣方」）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轉讓協議（「轉讓協議」），據此，
賣方已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買位於中國福建省晉江市食品產業園的土地使用權（「FJ土地權」），代價為人
民幣180,000,000元。根據轉讓協議，賣方及買方均將就轉讓FJ土地權與福建省晉江市工業園區建設開發公司（「晉江建設」，一
家由晉江市人民政府控制之公司）進行協調。賣方將安排與晉江建設終止FJ土地權，而買方將與晉江建設就新預註冊訂約權以
收購FJ土地權訂立一份協議。

買方已根據轉讓協議悉數結算代價人民幣180,000,000元，而晉江建設已將土地按金人民幣40,000,000元悉數退還予賣方。轉
讓協議之所有先決條件已獲達成，且完成已於2022年5月6日落實。於完成後，賣方不再於FJ土地權中擁有任何權益。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錄得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之虧損人民幣20,923,000元。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主要指應付本集團供應商的結餘，有關供應商一般給予本集團介乎30天至60天的信貸期。

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貿易應付款項周轉日分別為25天及87天。

外匯波動
本集團的收益以及產生的成本及開支主要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承受主要因人民幣兌港元及美元產生的若干外匯波動。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由於董事認為遠期合約的財務效益可能不會超過其成本，本集團並無訂立遠期合約以對沖外匯風險。

資產抵押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賬面值分別為人民幣90,519,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91,759,000元）及人民幣55,279,000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63,989,000元）的土地使用權及樓宇已質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融資的抵押品。

或然負債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2021年12月31日：無）。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股息（2021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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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續）
　

前景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中國消費者的消費意欲從COVID-19疫情的打擊中逐漸恢復。消費者意欲復甦及中國大部分地區
解除封鎖措施利好本集團的銷售額。董事認為，COVID-19疫情將持續對本集團業務產生短期影響，但也可能對食品消費行業
帶來升級和整合的機會。故此，董事認為，此乃本集團擴大其市場份額的良機。

本集團已做好中長期的戰略佈局，以為發展奠定穩固基礎。於2020年，本集團計劃拓展新零售、電商、社交媒體及社區等分銷
渠道，並將於後續幾年內持續推進此項戰略。此外，本集團亦將持續調整更新產品組合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

儘管中國休閒食品行業的近期前景仍充滿挑戰，但全國持續性經濟改革及中上收入人群持續擴大將持續推動零售消費長期的
增長。因此，董事對本集團業務的長遠發展持審慎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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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348,603 361,351

銷售成本 (232,997) (233,660)

毛利 115,606 127,691

其他收入 5 8,260 5,979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6 (21,093) 13,291

按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之撥備撥回／（撥備）淨額 6,549 (6,052)

銷售及分銷開支 (57,147) (50,680)

行政開支 (43,031) (45,803)

經營溢利 9,144 44,426

融資收入 38 382

融資成本 (14,593) (16,172)

融資成本淨額 7 (14,555) (15,790)

除稅前（虧損）╱溢利 8 (5,411) 28,636

稅項 9 534 (1,159)

期內（虧損）╱溢利及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4,877) 27,47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溢利（每股人民幣元） 10

－基本 (0.004) 0.021

－攤薄 (0.004) 0.021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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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12 90,857 92,097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257,079 274,263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7,169 47,595

遞延稅項資產 8,191 7,657

363,296 421,612

流動資產
存貨 68,801 67,467

貿易應收款項 13 359,490 383,923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31,511 156,4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7,678 80,567

747,480 688,442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14 – 180,000

747,480 868,442

總資產 1,110,776 1,290,05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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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於2022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470,030 470,030

儲備 (72,267) (67,390)

總權益 397,763 402,64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846 15,846

15,846 15,84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185,988 342,071

銀行借款 16 511,000 529,150

租賃負債 179 347

697,167 871,568

總負債 713,013 887,414

總權益及負債 1,110,776 1,290,054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50,313 (3,12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13,609 418,486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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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法定儲備 購股權儲備 貨幣換算儲備 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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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22年1月1日的結餘 470,030 615,656 (87,600) 184,506 – (41) (779,911) 402,640

期內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4,877) (4,877)

於2022年6月30日的結餘 470,030 615,656 (87,600) 184,506 – (41) (784,788) 397,763

於2021年1月1日的結餘 470,030 615,656 (87,600) 170,163 5,328 (41) (705,692) 467,844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27,477 27,477

於2021年6月30日的結餘 470,030 615,656 (87,600) 170,163 5,328 (41) (678,215) 495,321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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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營運所用現金 (37,941) (128,934)

已付所得稅 – (22,567)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7,941) (151,501)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720) (9,880)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的所得款項 36,00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 – 19,369

使用權資產的按金退款 40,000 –

已質押銀行存款減少 – 15,938

已收利息 38 382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74,318 25,809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股東貸款所得款項 3,262 –

償還股東貸款 – (12,628)

借款所得款項 45,000 254,600

償還借款 (63,319) (339,055)

已付利息 (14,209) (16,172)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9,266) (113,25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7,111 (238,94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0,567 258,839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7,678 19,892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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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蠟筆小新休閒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04年5月4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及以百慕達為註冊地。本公司的直接
及最終控股公司為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Alliance Food and Beverag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的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本公司的
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福建省晉江市五里工業園區。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果凍產品、甜食產品、飲料產
品及其他休閒食品。

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除另有說明外，該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均以人民幣
（「人民幣」）呈列。該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尚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
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產生虧損淨額約人民幣4,877,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溢利淨額約人民
幣27,477,000元）。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約人民幣3,126,000元。

本公司董事已審閱管理層編製的本集團現金流量預測。現金流量預測涵蓋自2022年6月30日起計十二個月期間。彼等認
為，經計及下述計劃及措施，本集團將擁有充足營運資金以為其經營提供資金及履行其自2022年6月30日起計十二個月內
到期的財務責任。因此，董事信納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屬適當。

儘管存在上述業績，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取決於本集團未來業務的成功、產生充足
現金流量以應付到期債務的能力以及再融資或重組其借款以令本集團可滿足其未來營運資金及融資需要的能力。同時，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能夠為其未來融資需要及營運資金撥付資金，考慮因素如下：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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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2 編製基準（續）
(1) 來自主要股東的財務支持

本公司的主要股東鄭育龍先生已從人民幣60,000,000元的貸款融資中向本集團提供合共約人民幣39,352,000元的貸
款，並同意就本公司持續經營業務持續提供財務支持，以讓本公司能夠應付自2022年6月30日起計十二個月的到期
負債及經營其業務而毋須面臨重大業務限制。

(2) 外部資金的替代來源
本集團將採取措施以獲得外部資金，從而改善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及流動資金以及現金流量狀況。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需要管理層作出對會計政策的運用以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的呈報金額有影響的判斷、
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異於該等估計。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由管理層對本集團在會計政策的應用及估
計不確定因素之主要來源所作出的重要判斷與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用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於本期財務
資料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參考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標準2018年至2020年的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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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隨附的 

說明性示例及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呈報金額及╱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載的披
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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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3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業務使其面臨市場風險（包括貨幣風險及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不包括須載列於年度財務報表的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於2021年12月31日
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風險管理部門自年末以來或任何風險管理政策自年末以來並無變動。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果凍產品、甜食產品、飲料產品及其他休閒食品。

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已確定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
及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按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者按產品考慮業務，並評估下列經營分部的表現：

i. 果凍產品

ii. 甜食產品

iii. 飲料產品

iv. 其他休閒食品

主要營運決策者按分部業績計量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而並無分配企業收入（包括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的收益）及
企業開支（包括董事酬金、總部員工成本及融資成本）。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的其他資料乃按與綜合財務報表一致的方
式計量。本公司執行董事根據各分部的經營業績作出決策並審閱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報告及預期的本集團整體存貨
使用量。本公司執行董事並無審閱分部資產及負債資料來評核經營分部之表現，因此只呈列分部收益及分部業績。

已報告予主要營運決策者的來自外方的收益乃按與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一致的方式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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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4 分部資料（續）
地域資料
由於本集團的所有經營活動均在中國進行，故並無呈列地域資料。

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概無個別客戶佔本集團外部收益的10%或以上。於2022年6月30日及2021年12

月31日，本集團的大部分資產、負債及資本開支均位於中國或於中國動用。

分部收益及業績

未經審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

果凍產品 甜食產品 飲料產品
其他

休閒食品
可報告

分部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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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323,165 14,722 2,475 8,241 348,603

銷售成本 (213,762) (10,872) (3,587) (4,776) (232,997)

毛利／（毛損） 109,403 3,850 (1,112) 3,465 115,606

可報告分部業績 56,226 1,554 (1,516) 2,195 58,459

附註： 就銷售予外部客戶而言，收益於某一時間點確認。所有收益合約的期限為一年或更短。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實際權宜
法允許，分配至該等未完成合約之交易價格未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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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4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續）
可報告分部業績與期間虧損的對賬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

果凍產品 甜食產品 飲料產品
其他

休閒食品
可報告

分部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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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報告分部業績 58,459

企業收入 8,260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的虧損 (20,923)

企業開支 (36,652)

經營溢利 9,144

融資收入 38

融資成本 (14,593)

除稅前虧損 (5,411)

稅項 534

期內虧損 (4,877)

計入分部損益計量的金額：
資本開支 1,621 – 99 – 1,720

使用權資產折舊 772 – 468 – 1,24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096 – 132 103 19,331

按貿易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之撥備撥回 (6,071) (277) (46) (155) (6,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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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4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續）

未經審核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

果凍產品 甜食產品 飲料產品
其他

休閒食品
可報告

分部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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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328,083 18,574 1,157 13,537 361,351

銷售成本 (211,374) (12,873) (895) (8,518) (233,660)

毛利 116,709 5,701 262 5,019 127,691

可報告分部業績 70,754 2,986 102 3,168 77,010

附註： 就銷售予外部客戶而言，收益於某一時間點確認。所有收益合約的期限為一年或更短。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實際權宜
法允許，分配至該等未完成合約之交易價格未予披露。

可報告分部業績與期間溢利的對賬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

果凍產品 甜食產品 飲料產品
其他

休閒食品
可報告

分部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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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報告分部業績 77,010

企業收入 5,979

出售物業收益 13,363

企業開支 (51,926)

經營溢利 44,426

融資收入 382

融資成本 (16,172)

除稅前溢利 28,636

稅項 (1,159)

期內溢利 27,477

計入分部損益計量的金額：
資本開支 4,227 – 5,653 – 9,880

使用權資產折舊 772 – 468 – 1,24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295 – 50 386 20,731

按貿易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之撥備 5,495 311 19 227 6,052



蠟筆小新休閒食品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22

21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5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租金收入 1,935 1,609

政府補助 1,722 2,504

雜項收入 4,589 1,818

銷售廢料的收益 14 48

8,260 5,979

6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物業收益 – 13,363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的虧損 (20,923) –

匯兌虧損淨額 (170) (72)

(21,093) 1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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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7 融資成本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成本：
銀行借款的利息開支 (14,209) (15,794)

來自一名董事貸款的利息開支 (384) (378)

融資成本總額 (14,593) (16,172)

融資收入：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38 382

融資收入總額 38 382

融資成本淨額 (14,555) (15,790)

8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計入）／扣除以下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180,359 207,564

廣告及推廣開支 34,522 24,270

貨運及運輸開支 4,427 2,30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花紅 48,037 49,143

—僱主向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2,278 1,71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331 20,731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40 1,240

按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之（撥備撥回）／撥備淨額 (6,549) 6,052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的虧損 20,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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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9 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中國企業所得稅 – 2,055

遞延稅項淨額 (534) (896)

(534) 1,159

香港利得稅、百慕達及英屬維爾京群島所得稅

根據香港利得稅的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筆2,000,000港元溢利將以8.25%的稅率徵稅，而超過2,000,000港
元之溢利將以16.5%的稅率徵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徵稅。因此，合
資格集團實體的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首2,000,000港元8.25%計算，而超過2,000,000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計算。

本集團並無就香港利得稅、百慕達及英屬維爾京群島所得稅計提任何撥備，乃由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本集團於該等司法權區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

中國企業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已按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應課稅溢利以稅率25%（ 2021年：25%）作出撥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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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10 每股（虧損）╱溢利
(a) 每股基本（虧損）╱溢利

每股基本（虧損）╱溢利乃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淨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淨額（人民幣千元） (4,877) 27,477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溢利所用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328,977 1,328,977

每股基本（虧損）╱溢利（每股人民幣元） (0.004) 0.021

(b) 每股攤薄（虧損）╱溢利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溢利並不包括本公司之未行使購股權及尚未行使認股權證，因為具有反攤薄效應。因此，本
公司每股攤薄（虧損）╱溢利與每股基本（虧損）╱溢利相同。

11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股息（2021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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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12 資本開支

未經審核

使用權資產
物業、廠房及

設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成本
於2022年1月1日 124,613 1,553,441 1,678,054

添置 – 2,147 2,147

於2022年6月30日 124,613 1,555,588 1,680,201

累計折舊
於2022年1月1日 32,516 1,279,178 1,311,694

折舊 1,240 19,331 20,571

於2022年6月30日 33,756 1,298,509 1,332,265

賬面淨值
於2022年6月30日 90,857 257,079 347,936

本集團的土地使用權位於中國，其租賃期為50年。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於中國賬面淨值為人民幣5,530萬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6,400萬元）的樓宇及於中國之
人民幣9,050萬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9,180萬元）的土地使用權乃質押作短期銀行借款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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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12 資本開支（續）

未經審核

使用權資產
物業、廠房及

設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成本
於2021年1月1日 123,938 1,562,626 1,686,564

添置 – 9,880 9,880

於2021年6月30日 123,938 1,572,506 1,696,444

累計折舊
於2021年1月1日 29,700 1,263,864 1,293,564

折舊 1,240 20,731 21,971

於2021年6月30日 30,940 1,284,595 1,315,535

賬面淨值
於2021年6月30日 92,998 287,911 380,909

13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收益的信貸期一般為180日（ 2021年：180日）。於2022年6月30日，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及扣除信貸虧損撥備
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30日 61,052 64,605

31日至90日 94,978 42,179

91日至180日 74,766 67,728

超過180日 128,694 209,411

359,490 38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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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14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於2019年5月15日，本公司的一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賣方」）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轉讓協議（「轉讓協議」），據
此，賣方已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買位於中國福建省晉江市食品產業園的土地使用權（「FJ土地權」），
代價為人民幣180,000,000元。根據轉讓協議，賣方及買方均將就轉讓FJ土地權與福建省晉江市工業園區開發建設有限公
司（「晉江建設」，一家由晉江市人民政府控制之公司）進行協調。賣方將安排與晉江建設終止FJ土地權，而買方將與晉江建
設就新預註冊訂約權以收購FJ土地權訂立一份協議。

買方已根據轉讓協議悉數結算代價人民幣180,000,000元，而晉江建設已將土地按金人民幣40,000,000元悉數退還予賣
方。轉讓協議之所有先決條件已獲達成，且完成已於2022年5月6日發生。於完成後，賣方不再於FJ土地權中擁有任何權
益。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錄得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資產之虧損人民幣20,923,000元。

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5,690 21,654

應計開支 17,625 35,341

應付董事袍金及酬金 19,310 18,268

來自一名董事貸款（附註(i)） 39,352 36,090

其他應付款項及雜項應付賬款（附註(ii)） 94,011 230,718

185,988 342,071

附註：

(i) 於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已自與本公司執行董事鄭育龍先生訂立的貸款融資人民幣60,000,000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
60,000,000元）提取總額約人民幣39,352,000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36,090,000元）。該款項為無抵押，須於12個月內償還，並
按固定年利率2%計息。

(ii)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根據轉讓協議之條款向買方收取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之按金人民幣144,000,000元。截至2022年6月
30日止6個月，出售事項已完成。



蠟筆小新休閒食品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22

28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供應商授出的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60日。於2022年6月30日，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30日 11,188 14,450

31日至90日 3,460 5,362

超過90日 1,042 1,842

15,690 21,65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6 銀行借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抵押銀行借款 455,050 468,200

無抵押銀行借款 55,950 60,950

總銀行借款 511,000 529,150

應悉數償還銀行借款的賬面值：
按要求或一年內 511,000 52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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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17 承擔
資本承擔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有關使用權資產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授權但未訂約使用權資產 – 50,000

18 重大關連方交易
除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分已披露的資料外，本集團與關連方按雙方協定的條款進行以下交易：

(a)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董事袍金 294 304

薪金及其他僱員福利 1,831 2,115

2,125 2,419

(b) 來自一名董事的貸款
於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已自與本公司執行董事鄭育龍先生訂立的貸款融資人民幣60,000,000元（ 2021年12月31

日：人民幣60,000,000元）提取總額約人民幣39,352,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36,090,000元）。該款項為無抵
押，須於12個月內償還，並按固定年利率2%計息。

(c) 董事提供之個人擔保
本公司董事鄭育雙先生、鄭育龍先生及鄭育煥先生向本集團銀行借款提供約人民幣325,050,000元（ 2021年12月31

日：人民幣345,983,000元）的個人擔保。銀行借款須於1年內償還。

19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概無發生任何重大事項。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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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新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21年6月23日有條件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據此，董事局可向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
全職或兼職僱員、行政人員、高級職員或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局全權認為將會或曾對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作出貢獻的任何顧問、諮詢顧問、代理、供應商、客戶及分銷商（「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認購股份，向合資格參與者
提供一個於本公司擁有個人權益的機會，以達致下列目標：(i)激勵合資格參與者為本集團的利益提高其工作效率；及(ii)吸引及
挽留其貢獻已對或將對本集團的長期增長有利的合資格參與者或與該等合資格參與者保持持續的業務關係。成為合資格參與
者之首要原則為該人士須曾經或將會對本集團作出貢獻。新購股權計劃的條款遵守上市規則第十七章的條文，該等條文規範
上市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購股權計劃的條款。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或本公司採納的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且上市規則第十七章條文
適用）可發行的最高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於採納新購股權計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10%，即132,897,700股股份，相當於在本中期
報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10%。

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或本公司採納的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且上市規則第十七章條文適用）授出但尚未行使的所有購股權獲行使
時，可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30%。除非另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否則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或本公司採納的
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且上市規則第十七章條文適用）可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的股份數目（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未行使的購股
權）於任何12個月期間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1%。概無就購股權於可行使前須持有的期間設立任何最短期間規定，授出的購股權
須於董事局決定的期間內行使，惟不得行使授出超過10年的購股權。購股權行使價須為以下較高者(a)股份於授出日期在聯交
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收市價；(b)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平均收市價；及(c)股份於授出日期的
面值。各承授人須於授出購股權時支付1.00港元的代價。

新購股權計劃自授出日期起生效，並自有關授出日期起計10年期間內依然有效。

自於2021年6月23日採納新購股權計劃起及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及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向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
的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授出購股權。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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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續）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2年6月30日，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的聯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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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相關權益及淡
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
所述的登記冊的相關權益及淡倉；或(c)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通知
本公司及聯交所的相關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好倉

董事╱最高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的
概約百分比 附註

鄭育龍 受控制法團權益 610,915,527 45.97% 1

實益擁有人 119,935,060 9.02% 2

鄭育雙 受控制法團權益 610,915,527 45.97% 1

鄭育煥 受控制法團權益 610,915,527 45.97% 1

李鴻江 受控制法團權益 610,915,527 45.97% 1

附註：

(1) 610,915,527股股份乃由Alliance Food And Beverag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Alliance Holding」）實益擁有，
而該公司由鄭育龍、鄭育雙及鄭育煥各自擁有28%權益以及由李鴻江擁有16%權益。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
鄭育龍、鄭育雙、鄭育煥及李鴻江各自被視為擁有Alliance Holding所持有股份的權益。

(2) 除透過Alliance Holding持有的610,915,527股股份外，鄭育龍個人亦於119,935,060股股份中擁有實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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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續）
(ii) 於相聯法團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相關法團名稱
相聯法團持有的

股份總數

佔相聯法團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鄭育龍 Alliance Holding 28 28%
鄭育雙 Alliance Holding 28 28%
鄭育煥 Alliance Holding 28 28%
李鴻江 Alliance Holding 16 16%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
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的登記冊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標準守則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權益及淡倉
於2022年6月30日，以下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的權益已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的權益登記
冊內。

股東姓名╱名稱 實益擁有人
受控制

法團權益 投資經理 抵押權益 於股份中的總權益 股權概約百分比 附註

Alliance Holding 610,915,527 – – – 610,915,527(L) 45.97% 2

鄭育龍 119,935,060 610,915,527 – – 730,850,587(L) 54.99% 2

鄭育雙 – 610,915,527 – – 610,915,527(L) 45.97% 2

鄭育煥 – 610,915,527 – – 610,915,527(L) 45.97% 2

李鴻江 – 610,915,527 – – 610,915,527(L) 45.97% 2

附註：

(1) 字母「L」指該人士於有關證券的好倉，而字母「S」指該人士於有關證券的淡倉。

(2) 610,915,527股股份乃由Alliance Holding實益擁有，而該公司由鄭育龍、鄭育雙及鄭育煥各自擁有28%權益以及由李鴻江擁有16%權益。因
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鄭育龍、鄭育雙、鄭育煥及李鴻江各自被視為擁有Alliance Holding所持有股份的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於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的任何其他相關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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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於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已自與本公司執行董事鄭育龍先生訂立的貸款融資人民幣60,000,000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
60,000,000元）提取總額約人民幣39,352,000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36,090,000元）。該款項為無抵押，須於12個月內償
還，並按固定年利率2%計息。

根據上市規則，鄭育龍先生為本公司關連人士且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上述貸款融資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該等交
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有利的條款進行且不以本集團的資產作抵押，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90條，彼等均獲全面豁免遵
守股東批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

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有約1,420名僱員，而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薪酬開支總額為人民幣5,030萬元。僱員薪金會
根據僱員表現及年資按年檢討及調整。本集團僱員福利包括績效花紅、強制性公積金（就香港僱員而言）、社會保障計劃（就中
國僱員而言）及教育補貼，以鼓勵員工的持續專業發展。

重大投資及重大收購以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期間內概無重大投資、重大收購以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事宜。另外，於本中期報告日期，董事
局並無就其他重大投資或額外資本資產授權任何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回顧期間購買或出售本公司的任何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21及3.22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
權範圍乃遵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的守則條文而制定。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
鍾有棠先生（主席）、李標先生及孫錦程女士（於2022年9月2日由郭麗女士替任）。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進行審核，並審核了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
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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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矢志建立嚴格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旨在提升投資者信心以及本公司問責性及透明度。本公司竭力維持高水平的企
業管治。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董事局認為，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的守則條文，且並無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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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的證券交易行為守
則。本公司已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
守則及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足夠的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公開可得之資料及據董事所深知，本公司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一直保持足夠的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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