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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雙樺控股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Codan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 Cayman Islands

總部： 中國上海浦東新區
福山路458號
同盛大廈9樓

郵編： 200122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銅鑼灣
希慎道8號
裕景商業中心2樓

本公司網站： http://www.shshuanghua.com

電話： (86 21) 5058 6337

傳真： (86 21) 5058 6337

查詢電郵： ir@shshuanghua.com

財政年結日： 12月31日

董事會： 執行董事
鄭平先生
鄭菲女士（於2017年7月19日獲委任）
鄧露娜女士

非執行董事
孔小玲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何斌輝先生
陳禮璠先生
陳克先生（於2017年7月19日辭任）
郭瀅女士（於2017年7月19日獲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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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公司秘書： 鄧露娜女士

授權代表： 鄭平先生
鄧露娜女士

審核委員會： 何斌輝先生（主席）
陳克先生（於2017年7月19日辭任）
郭瀅女士（於2017年7月19日獲委任）
陳禮璠先生

薪酬委員會： 陳克先生（主席）（於2017年7月19日辭任）
郭瀅女士（主席）（於2017年7月19日獲委任）
何斌輝先生
陳禮璠先生

提名委員會： 陳禮璠先生（主席）
何斌輝先生
陳克先生（於2017年7月19日辭任）
郭瀅女士（於2017年7月19日獲委任）

香港證券登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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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舖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上海分行奉賢支行
中國上海
奉賢區南橋鎮
解放中路332號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 1241.HK

上市日期： 201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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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2017年，雙樺控股有限公司（「雙樺」或「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汽車熱交
換器業務仍呈下降趨勢。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實現營業
收入人民幣42.3百萬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人民幣27.2百萬元。全球經濟放緩，傳統汽
車市場需求萎縮，使得集團業務量大幅下降，在2017年上半年呈虧損狀態。截至2017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實現淨虧損人民幣7.3百萬元，去年同期為淨
虧損人民幣3.4百萬元。

國內市場銷售
本期間內，本集團國內市場蒸發器和冷凝器的平均銷售單價較2016年同期基本持平，
而銷售數量較2016年同期分別下降28.9%和48.4%，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
25.8%和49.3%。呈現上述變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經濟與市場形勢不佳；二是客戶
增加自產率，減少外購。

國內市場的其他銷售收入主要包括自產的暖風器、油冷器、中冷器、潤滑油和廢鋁的
銷售。

國際市場銷售
本集團國際市場的銷售主要是對北美市場的銷售，主要銷售產品為冷凝器和蒸發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蒸發器和冷凝器平均銷售單價較2016年同期分
別上升19.8%和12.1%，而銷售數量較2016年同期分別下降16.5%和50.9%，蒸发器銷
售收入較去年同期持平，冷凝器銷售收入下降44.9%。

國際市場的其他銷售收入主要包括自產的暖風器、油冷器、中冷器、油水分離器、蒸
發器和冷凝器芯體、配管和溫控器。

展望與策略
面對公司業績的下降，公司管理層一直在不斷的摸索和探尋，努力扭轉公司局勢，並
積極尋找合適的轉型方向和機會。未來我們將以股東利益最大為己任，爭取在維持原
有業務盈利能力的基礎上，充分利用集團現有的資產、技術和人員等資源，立足資本
市場，積極尋求收購、合併、投資、合作等形式，為集團資本發揮更大效應及集團謀
得更大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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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約為人民幣42.3百萬元，較2016年同期之收益約
人民幣69.5百萬元下降約人民幣27.2百萬元，下降比例為39.1%。

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內按產品劃分的收入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收益 人民幣千元
所佔收益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所佔收益
百分比

國內
蒸發器 19,493 46.1% 26,266 37.8%

冷凝器 7,680 18.2% 15,140 21.8%

其他 2,198 5.2% 8,633 12.4%    

小計 29,371 69.5% 50,039 72.0%    

國際
蒸發器 6,610 15.6% 6,605 9.5%

冷凝器 4,894 11.6% 8,888 12.8%

其他 980 2.3% 3,138 4.5%    

小計 12,484 29.5% 18,631 26.8%    

潤滑油 444 1.0% 805 1.2%    

小計 444 1.0% 805 1.2%    

合計 42,299 100.0% 69,47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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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毛利與毛利率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整體毛利約為人民幣4.2百萬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14.8百萬元），本期毛利下降人民幣10.6百萬元，下降比例為71.7%。
其中國內市場實現毛利約人民幣1.4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9.8百萬元；國
際市場實現毛利約人民幣2.6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0.8百萬元。國內及國
際市場銷售減少，而資產折舊等仍保持舊有規模，使得本期本集團整體毛利較去年同
期下降較多。

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內按產品劃分的毛利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毛利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國內
蒸發器 1,579 7,558

冷凝器 382 3,013

其他 (585) 603  

小計 1,376 11,174  

國際
蒸發器 2,157 2,740

冷凝器 459 230

其他 (16) 479  

小計 2,600 3,449  

潤滑油 211 164  

小計 211 164  

合計 4,187 1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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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毛利與毛利率（續）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整體毛利率為9.9%，2016年同期為21.3%，總體毛利
率較去年減少11.4%。

其他收入、收益和虧損
其他收入、收益和虧損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4百萬元，本期約人
民幣2.0百萬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約人民幣1.4百萬元，下降39.9%。截至2017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收益和虧損主要為政府補貼收入約人民幣1.0百萬元和出售
按公平值並計入損益的投資利息收入約人民幣0.8百萬元。

銷售和分銷成本
銷售和分銷成本主要包括員工相關成本、運輸費用、經營租賃租金開支、差旅費用及
其他雜項開支。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銷售和分銷成本減少主要由於隨著本
集團銷售的下降，和銷售相關的人員支出和運費也隨之減少。

行政和其他開支
行政及其他開支主要包括資產減值撥備、員工相關成本、多項地方稅項及教育附加
費、折舊、土地使用權攤銷、經營租賃租金開支、代理服務費、研發費用及雜項開
支。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行政及其他開支下降15.1%。主要由於人員大幅度
減少。

所得稅開支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整體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0.7百萬元（2016年6

月30日：3.4百萬元）。所得稅開支減少主要由於附屬公司上海雙樺汽車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本期錄得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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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期內虧損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7.3百萬元，去
年同期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3.4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流動資產淨額
本集團流動資產淨額由2016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24.5百萬元減少至2017年6月30日約
人民幣221.2百萬元。流動資產淨額較去年同期持平。

財務狀況及銀行借貸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已抵押存款約為人民幣133.6百萬
元，大部分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
已抵押存款約為人民幣95.8百萬元，大部分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現金及銀行結餘增
加主要是減少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投資。本集團於2017年6月30日無計息
銀行借貸餘額（2016年12月31日：無）。本集團於2017年6月30日之資本負債淨額比率
（以計息負債總額對總資產之百分比列示）為0（2016年12月31日：0）。

除上述者或本財務報表附註另有披露者，以及除集團內負債外，於2017年6月30日營
業時間結束時，本集團並無任何尚未清償按揭、押記、債權證、債務證券或其他貸款
資本或銀行透支或貸款或其他類似債務或融資租賃承擔、承兌負債或承兌信貸或租購
承擔、擔保或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董事已確認，本期間內，本集團的債務和或然負債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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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資本
於2017年6月30日，存貨約為人民幣39.2百萬元，2016年12月31日則約為人民幣43.2

百萬元。本集團的存貨主要包括原材料、在製品及製成品。本集團的市場團隊定期核
查及監控我們的存貨水平。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平均存貨周轉日為194.6

日，較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165.3日有所上升。存貨周轉期乃以相關期間的
期初和期末存貨結餘的算術平均數除以同期銷售成本再乘以180天（截至2016年12月31

日止年度：365天）得出。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貿易及應收票據平均周轉日為262.0日，較截至2016年
12月31日止年度之227.5日有所上升。貿易及應收票據周轉日乃以相關期間的期初和期
末貿易及應收票據結餘的算術平均數除以同期收益再乘以180天（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止年度：365天）得出。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貿易及應付票據平均周轉日為129.2日（截至2016年12

月31日止年度：133.8日）。貿易及應付票據周轉日乃以相關期間的期初和期末貿易及
應付票據結餘的算術平均數除以同期收益乘以180天（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365天）得出。

資本開支、資本承擔及人力資源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1.6百萬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0.2百萬元，和2016年同期相比資本開支增加了約為人民幣1.4百
萬元。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僱傭合計約166名全職僱員。僱員包括管理層、銷售人員、
生產人員及物流支持系統人員及其它輔助人員。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
團的薪酬約為人民幣5.4百萬元。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主要是根據每位員工的崗位責任、
工作表現及服務年限，以及現行市場狀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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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根據中國有關勞動法律法規，本集團須向多項僱員社保計劃（包括醫療、生育、工傷、
失業及養老保險）以及僱員住房公積金繳款。本集團根據地方政府部門對中國有關勞動
法律法規的詮釋及執行的政策及措施向僱員提供社會保險及向住房公積金繳款。本集
團已遵照中國規則及規例及地方政府現行政策規定，為其聘用的僱員設立多項福利計
劃，包括提供退休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及其他相關保險。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僱員福利開支約為人民幣2.3百萬元。本集團在所有重大方面均遵守本集團經
營所在司法管轄區的所有法定退休供款規定。

本集團支付予董事的酬金將根據業內可比較公司的董事酬金、董事於本集團所投入時
間、職責、本集團的經營及財務表現釐定。

根據各執行董事各自的服務合約，其有權享有金額由董事會或薪酬委員會釐定的酌情
年終花紅。各執行董事亦將根據相關服務合約，有權獲退還其於履行職務時適當產生
的合理旅費、酒店費、娛樂費及其他開支。

薪酬委員會將於每個財政年度末檢討各執行及非執行董事的基本薪金。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無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外匯風險
本集團業務位於中國，主要經營交易以人民幣結算。本集團承受交易性貨幣風險。該
等風險來自營運單位以該單位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進行買賣。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約30.4%的銷售乃以賣出營運單位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概無採
購以該單位的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現時，本集團無意對沖其所承受的外匯波動
風險。然而，管理層負責持續監察經濟情況和本集團的外匯風險狀況，並將於需要時
考慮採取適當的對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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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或然負債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2017年6月30日和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無樓宇和土地用於抵押以取得授予本集團
的銀行貸款融資。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應收票據金額為人民幣8,570,000元及已抵押存款金額為人民
幣2,500,000元已予抵押，以就應付票據人民幣10,070,000元提供擔保。於2016年12月
31日本集團金額為人民幣3,600,000元的應收票據已予抵押，以為人民幣3,488,000元
的應付票據提供擔保。

本集團首次公開招股所得款項用途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公司首次公開招股所得款項尚有約人民幣10.0百萬元餘款未
動用。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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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
於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
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必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權益及淡
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規定被列為或被視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必須列入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聯交所之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必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百分比

（附註b）

鄭平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82,750,000

（附註a）
43.5%

孔小玲（附註c） 配偶權益 282,750,000 43.5%

附註a： 鄭平先生為執行董事並持有友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友申集團」）100%權益，彼被視為於
友申集團持有本公司的282,75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附註b： 根據於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發行之650,000,000股股份計算。

附註c： 孔小玲女士為非執行董事，亦為鄭平先生之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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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
或被視作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必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
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規定被列為或被視作擁有之權益或淡
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必須列入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
淡倉；或(c)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之標準守則必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2017年6月30日，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所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
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之股東（其權益於上文披露之
本公司董事除外）如下：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名稱 身份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百分比

鄭平（附註1）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82,750,000 43.5%

周淑賢 實益擁有人 120,160,000 18.5%

林馥 實益擁有人 52,744,000 8.1%

友申集團 實益擁有人 282,750,000 43.5%

孔小玲（附註2） 配偶權益 282,750,000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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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鄭平先生持有友申集團100%權益，彼被視為於友申集團持有本公司的282,750,000股股
份中擁有權益。

2、 孔小玲女士為鄭平先生之配偶，彼被視為於友申集團持有本公司的282,750,000股股份中
擁有權益。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2017年6月30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之
登記冊所記錄，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2011年6月8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以就合資格參與者
（包括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僱員、行政人員或高級職員、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顧問、諮詢人士、供應商、客戶及代理）為本集團的長期增長作
出的貢獻向他們提供獎勵或回報，並有助本公司吸引及挽留有才能的僱員。

購股權計劃於2011年6月29日開始生效及將自該日起計十年內持續有效（除非另行註銷
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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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及將授出之所有購股權後可能予以發行之股份數目上限
為65,000,000股股份，佔於採納購股權計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10%及本年報日
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10%。於任何12個月期間根據購股權計劃向每位合資格參與者
授出的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可予以發行的股份數目上限以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之1%為限。授出或進一步授出超過此限額的任何購股權均須經股東在股東
大會上批准。根據購股權計劃向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
的聯繫人士授出購股權須經獨立非執行董事（不包括身為購股權承授人的任何獨立非執
行董事）提前批准。此外，若於截至授出日期（包括該日）的12個月期間內，向本公司主
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任何彼等的聯繫人士授出的任何購股權，將導致於行使所
有已授出及將授出的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行使購股權）時向該等人士發
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0.1%及總價值（根據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
期的收市價計算）超過5百萬港元，則須經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提前批准。

已授出購股權的行使期由董事釐定，惟倘有關行使期自購股權要約日期起計不超過十
年，及須受購股權計劃所載的提前終止條文規限。並無購股權獲行使前須持有購股權
的最短期間的規定。

購股權之行使價不得低於（以最高者為準）：(i)本公司股份於購股權要約日期（須為聯交
所開市進行證券買賣的日子）在聯交所的收市價；(ii)本公司股份於緊接要約日期前五個
交易日在聯交所的平均收市價；及(iii)本公司股份於要約日期的面值。

於2017年6月30日，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或行使任何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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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文所列者外，本公司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A.2.1，本集團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
一人同時兼任。本集團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之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於
整個回顧期間，本集團之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無區分，乃由鄭平先生一人兼任。
董事定期會面以考慮影響本集團營運之重大事項。董事認為此組織結構將不會損害董
事與本集團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職權平衡，並相信此組織結構將可令本集團迅速及有
效率地作出和落實決定。

董事確認彼等符合守則條文第A.6.5條的培訓規定。

根據守則條文A.4.1條，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以不超過三年之指定任期委任。根據本
公司之公司細則，三分之一的董事須於各股東周年大會上退任並合資格應選連任；獲
董事會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的任何董事，其任期直至其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為止，
並可在該大會上膺選連任。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執行董事鄧露娜女士、獨立非執
行董事何斌輝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禮璠先生已在2017年6月26日的股東周年大會
上退任，並重新選舉鄧露娜女士為公司執行董事，何斌輝先生及陳禮璠先生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陳克先生於2017年7月19日起辭任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
席、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此外，公司於2017年7月19日宣佈委任鄭菲女士
為公司執行董事及副總裁（鄭菲女士為本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鄭平先生及非執行董事孔
小玲女士之女兒），委任郭瀅女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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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證券的行為守則。經本公
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期間已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買賣證券之規定標準。

不競爭承諾
本公司執行董事及主要股東鄭平先生及其受控制法團友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統稱為
「契諾人」）與本公司簽立之不競爭契據於報告期仍然有效，契諾人並確認已執行及遵守
契據。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成立提名委員會，其主要職責為就委任合適董事和管理人員（包括技能、知識和
經驗）向董事會提出推薦意見，以完善本公司的公司戰略。提名委員會包括陳禮璠先生
及何斌輝、陳克先生（於2017年7月19日辭任）、郭瀅女士（於2017年7月19日獲委任），
而陳禮璠先生為主席。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其主要職責為就本集團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酬金政策
及架構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並釐定本公司之所有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特定薪
酬組合。薪酬委員會包括陳克先生（於2017年7月19日辭任）、郭瀅女士（於2017年7月
19日獲委任）、何斌輝先生及陳禮璠先生，而陳克先生為主席，自2017年7月19日起，
陳克先生辭任後郭瀅女士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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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此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斌輝先
生、陳克先生（於2017年7月19日辭任）、郭瀅女士（於2017年7月19日獲委任）及陳禮
璠先生組成，而何斌輝先生為主席。列載審核委員會之權力及職責之書面職責範圍乃
經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之「成立審核委員會之指引」後編製及採納。審核委員會為
董事會與本公司之核數師在本集團審核範圍內產生之事宜方面之一道重要橋梁。審核
委員會亦審閱財務申報過程，以及本集團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系統之充足程度及有效
性。審核委員會認為，目前集團之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系統充分並有效。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
本中期報告。具體而言，審核委員會已會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
則及慣例，並舉行會議討論有關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的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承董事會命
主席及行政總裁

鄭平

上海，201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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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42,299 69,475

銷售成本 (38,112) (54,688)  

毛利 4,187 14,787

其他收入、收益和虧損 4 2,019 3,357
銷售和分銷成本 (2,103) (5,407)
行政開支 (10,231) (12,550)
其他開支 (542) (135)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6,670) 52

所得稅開支 6 (657) (3,412)  

期內虧損 (7,327) (3,360)  

其他全面收益
於隨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境外業務的匯兌差異 (9) 9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價值儲備淨額變動 864 –  

其他全面收益 855 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472) (3,351)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327) (3,360)
非控制權益 – –  

(7,327) (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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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各方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472) (3,351)
非控制權益 – –  

(6,472) (3,35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稀釋 7 (1.13分) (0.5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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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6月30日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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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和設備 9 91,677 95,382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10 64,316 65,231

可供出售投資 9,755 8,891

遞延稅項資產 6,626 7,031  

非流動資產總額 172,374 176,535  

流動資產
存貨 11 39,214 43,204

貿易和應收票據 12 57,392 65,767

預付款、按金和其他應收款項 6,177 7,78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3 36,000 59,000

已抵押存款 14 2,500 –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14 131,129 95,818  

流動資產總值 272,412 271,576  

流動負債
貿易和應付票據 15 33,443 27,297

其他應付款項和應計費用 14,056 15,881

撥備 1,081 1,355

政府補貼 2,021 2,021

應付稅項 618 515  

流動負債總額 51,219 47,069  

流動資產淨額 221,193 224,50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3,567 40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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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6月30日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政府補貼 2,080 3,091

遞延稅項負債 585 577  

非流動負債總額 2,665 3,668  

資產淨值 390,902 397,37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5,406 5,406

儲備 234,541 233,686

保留盈利 150,950 158,277  

390,897 397,369

非控制權益 5 5  

總權益 390,902 397,374  

董事：鄭平 董事：鄧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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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盈餘

儲備*

可供

出售投資

重估儲備* 合併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制

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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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7年1月1日

（經審核） 5,406 133,658 168,183 42,851 8,629 (119,378) (257) 158,277 397,369 5 397,374

期內虧損 – – – – – – – (7,327) (7,327) - (7,32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864 – (9) – 855 – 85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864 – (9) (7,327) (6,472) – (6,472)

提取法定盈餘儲備 – – – – – – – – – – –           

於2017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5,406 133,658 168,183 42,851 9,493 (119,378) (266) 150,950 390,897 5 390,902           

* 此等儲備賬戶總額為人民幣234,541,000綜合為儲備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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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盈餘

儲備* 合併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制

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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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2016年1月1日

（經審核） 5,406 133,658 168,183 42,755 (119,378) (284) 174,719 405,059 5 405,064

期內虧損 – – – – – – (3,360) (3,360) – (3,36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 9 – 9 – 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9 (3,360) (3,351) – (3,351)

提取法定盈餘儲備 – – – 587 – – (587) – – –          

於2016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5,406 133,658 168,183 43,342 (119,378) (275) 170,772 401,708 5 401,713          

* 此等儲備賬戶總額為人民幣225,530,000綜合為儲備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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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17,548 9,554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19,717 12,009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 –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37,265 21,563

期初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95,818 76,209

匯率變動的影響淨額 (1,954) (1,039)  

期終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131,129 96,733  



26雙樺控股有限公司 - 中期報告2017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2010年11月19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
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股份在2011年6月30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汽車空調部件的設計、開發、製
造和銷售業務和潤滑油銷售及汽車快修保養業務。

2. 呈列基準和本集團會計政策之變更
2.1 呈列基準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此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中所規定的所有資料
和披露事項，故應與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
閱讀。

2.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6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惟有關下文附註2.3

所載，截至2017年1月1日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及修訂本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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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2. 呈列基準和本集團會計政策之變更（續）
2.3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下列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2017年1月1日首
次生效且與本集團相關：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主動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本會計期間，本集團並無應用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基於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用以策略決定之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本集團有兩個可呈報分部。由於各項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及需要實行不同
的業務策略，故該等分部分開管理。本集團各可呈報分部經營之概要如下：

• 汽車空調部件的設計、開發、製造和銷售業務

• 汽車潤滑油銷售及汽車快修保養業務

分部資產並無包括可供出售投資、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其他未分配
總部及企業資產，原因為該等資產乃按集團層面管理。

分部負債並無包括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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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a) 業務分部

分部間交易之價格乃參考就類似訂單向外界人士收取之價格釐定。中央
收入及開支並不分配至經營分部，原因為在主要經營決策者在評估分部
表現時並不包括所用的分部（虧損）╱溢利計量中。

汽車空調部件的設計、
開發、製造和銷售業務

汽車潤滑油銷售及
汽車快修保養業務 總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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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41,855 68,670 444 805 42,299 69,475
可呈報分部間之收益 – – – – – –      

可呈報分部之收益 41,855 68,670 444 805 42,299 69,475      

可呈報分部之（虧損）╱溢利 (8,871) 1,474 (1,130) (3,491) (10,001) (2,017)      

銀行利息收入 452 218 3 4 455 222
不可分配銀行利息收入 391 191  

銀行利息收入總額 846 413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2,368 (1,958) – – 2,368 (1,958)
不可分配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2,976) 2,842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608) 884

折舊及攤銷 (6,068) (3,568) (90) (80) (6,158) (3,648)
不可分配折舊及攤銷 – (1,774)  

折舊及攤銷總額 (6,158) (5,422)

物業、廠房和設備項目減值回撥 – 16 – – – 16
存貨減值回撥 176 1,796 – – 176 1,796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480) (11)  – – (480) (11)
所得稅開支 657  3,412 – – 657 3,412      

汽車空調部件的設計、
開發、製造和銷售業務

汽車潤滑油銷售及
汽車快修保養業務 總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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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呈報分部之資產 351,445 332,068 12,314 13,221 363,759 345,289
非流動資產增加 1,205 1,200 348 33  1,553 1,233
可呈報分部之負債 (53,439) (50,506)  (379) (196) (53,818) (5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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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b) 可呈報分部間之收益，溢利或虧損和資產及負債之調節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間之收益 42,299 69,475

抵銷分部間之收益 – –  

綜合收益 42,299 69,475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可呈報分部間之虧損 (10,001) (2,017)

不可分配其他收入、收益和虧損 4,138 4,550

企業及其他不可分配之開支 (807) (2,481)  

綜合除稅前（虧損）╱溢利 (6,67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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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b) 可呈報分部間之收益，溢利或虧損和資產及負債之調節表（續）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之資產 363,759 345,289

可供出售投資 9,755 8,891

按公平值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36,000 59,000

企業不可分配 35,272 34,931  

綜合總資產 444,786 448,111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可呈報分部之負債 (53,818) (50,702)

企業不可分配 (66) (35)  

綜合總負債 (53,884) (5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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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c) 地區資料

來自外間客戶的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經營所在地） 30,729 51,670

美國 4,620 9,710

加拿大 4,590 2,437

亞洲 2,043 5,191

其他 317  467  

42,299 69,475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客戶地點而編製。

非流動資產
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其經營所在地中國。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四名客戶的收益佔本集團10%以上的總
收益。來自該四名客戶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10,545,551元，人民幣8,824,707

元，人民幣6,619,862元及人民幣4,590,198元。

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兩名客戶的收益佔本集團10%以上的總
收益。來自該兩名客戶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10,124,364元及人民幣8,362,34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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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4. 收益、其他收入、收益和虧損
收益乃指已售貨品扣除增值稅和政府附加費並扣減退貨準備的發票淨值。

收益、其他收入、收益和虧損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貨品 42,299 69,475  

其他收入、收益和虧損

政府補貼 1,011 1,011

銀行利息收入 846 413

出售按公平值並計入損益的
利息收入 770 1,045

出售物業、廠房和設備項目的
收益 9 – 4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608) 884  

2,019 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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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5.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38,112 54,688

折舊 5,243 4,511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攤銷 915 911

研發成本 – 1,017

經營租賃開支 582 721

產品保證撥備減少 (270) (480)

核數師酬金 – 45

僱員福利開支
（包括董事及行政總裁薪酬）：
工資和薪金 5,390 9,274

退休金計劃供款 1,729 3,140

員工福利開支 542 954  

7,661 13,368  

物業、廠房和設備項目減值撥回 – (16)

存貨減值撥回 (176) (1,796)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48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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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6.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於期內的所得稅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期內支出 (244) (1,508)

遞延－稅項支出 (413) (1,904)  

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657) (3,412)  

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7,327,000（2016

年6月30日：人民幣3,360,000）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50,000,000股
（2016年6月30日：650,000,000股）計算。

截至2017年及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由於該兩年度並無發行任何潛在攤薄
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35 雙樺控股有限公司 - 中期報告2017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8. 股利
董事會就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不建議派發
股息。

9. 物業、廠房和設備
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添置物業、廠房和設備的成本為人民
幣1,553,539元（2016年6月30日：人民幣164,967元）。

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沒有出售物業、廠房和設備的淨值
（2016年6月30日：人民幣20,000元），並沒有產生的任何處置收益（2016年6月
30日：人民幣4,391元）。

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物業、廠房和設備項目減值撥回為人
民幣0元（2016年6月30日：減值撥回為人民幣16,154元）。

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樓宇用於抵押取得授予本集
團的銀行貸款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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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10.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年初賬面值 67,056 68,881

期╱年內確認 (915) (1,825)  

期╱年終賬面值 66,141 67,056

列入預付款、按金和其他應收款項的流動部份 (1,825) (1,825)  

非流動部份 64,316 65,231  

本集團的租賃土地位於中國，並以長期租約持有。

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租賃土地用於抵押取得授予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融資。

11. 存貨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16,632 17,360

在製品 9,984 11,759

製成品 44,454 46,117  

71,070 75,236

減值 (31,856) (32,032)  

39,214 4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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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12. 貿易和應收票據

2017年
6月30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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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35 41,631
應收票據 25,096 27,295  

61,031 68,926
減值 (3,639) (3,159)  

57,392 65,767  

本集團與其客戶進行交易主要以信貸條款為主。貿易應收款項的信貸期一般為
30至90天。每名客戶設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其未收回應收
款項，並設信貸監控部門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負責定期檢討逾期結
餘。鑑於本集團的貿易和應收票據乃與大量分散客戶有關，故並無過分集中的
信貸風險。本集團2017年6月30日已抵押應收票據人民幣8,570,000元（2016年
12月31日：人民幣3,600,000元）和已抵押存款人民幣2,500,000元（2016年12月
31日：人民幣0元）為人民幣10,070,000元的應付票據（2016年12月31日：人民
幣3,488,000元）作抵押。貿易和應收票據為免息。

於報告期╱年末本集團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和應收票據賬齡分析（扣除減值撥 
備）如下：

2017年
6月30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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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5 19,469
1至3個月 7,959 13,232
3至12個月 30,960 32,351
超過12個月 468 715  

57,392 6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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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1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公平值計的銀行金融投資產品 36,000 59,000  

2017年6月30日的餘額指銀行金融投資產品（「投資產品」），投資的到期日為
2017年7月7日至2017年8月2日。2016年12月31日投資的到期日為2017年1月
16日至2017年2月27日。

該投資產品在初始確認時即由本集團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投 

資產品計算其公平值乃根據第三級公平值計量等級－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資產或負債之輸入數據並不基於可觀察的市場數據（即為不可觀察輸入 

數據）。

公平值乃以折現現金流方法去取得所擁有的投資產品預期未來經濟效益之現值。 

顯著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個月無風險利率 3.39% 2.73%

1至3個月信貸風險溢價 0.91% 1.36%

預期未來回報（1至3個月到期） 3.69% 2.94%  

折現率乃是無風險利率和信貸風險溢價綜合而成。由於投資期均屬短期，若折
現率或預期未來回報稍有輕微變動，並不會對該投資產品的公平值造成重大影 

響，而其值亦接近於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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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續） 
於第三級公平值等級並沒有轉入或轉出，而該第三等級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 

具的對帳如下：

人民幣千元

於2017年1月1日 59,000

購買 120,000

確認於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收益 770

出售 (143,770) 

於2017年6月30日 36,000 

14.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及已抵押存款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現金和銀行結餘 133,629 95,818

減：用於開具應付票據的已抵押存款 15 (2,500) –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131,129 95,818  

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以人民幣及其他幣種計值的現金和現
金等價物為人民幣94,839,479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54,079,191元）。根
據中國內地的外匯管理條例和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本集團獲准透過授
權進行外匯業務的銀行把上述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兌換成其他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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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及已抵押存款（續） 
銀行現金根據每日銀行存款利率賺取按浮動利率計算的利息。銀行結餘存放入
近期無違約記錄的有信譽銀行。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抵押存款人民幣2,500,000元（2016年12月31

日：人民幣0元）和應收票據人民幣8,570,000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
3,600,000元）為應付票據人民幣10,070,000元作抵押（2016年12月31日：人民
幣3,488,000元）（附註15）。

15. 貿易和應付票據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23,373 23,809

應付票據 10,070 3,488  

33,443 27,297  

於報告期╱年末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和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6月30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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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5 6,711

1至3個月 8,859 7,073

3至12個月 10,905 10,705

超過12個月 2,984 2,808  

33,443 2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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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和應付票據（續）
貿易應付款和應付票據項為免息，平均信貸期為一至六個月。

於2017年6月30日，應付票據人民幣10,070,000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
3,488,000元）以本集團金額為人民幣8,570,000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
3,600,000元）的應收票據和金額為人民幣2,500,000元（2015年12月31日：人民
幣0元）的已抵押存款作抵押（附註14）。

16. 經營租賃安排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用其若干寫字樓物業。物業租約議定年期介乎一至
五年不等。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的未來最低租賃款項總額於
以下期間到期：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975 1,095

第二至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487 975  

1,462 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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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承擔
除上文附註16詳述的經營租賃承擔外，於報告期終，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0年12月31日前應付子公司出資 120,000 120,000  

18. 關聯方交易
(a) 除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份詳述的交易外，本集團於期內曾與關連方進行

以下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支付上海奧拓瑪投資有限公司
（「上海奧拓瑪」）之辨公室開支
（附註）* 487 487  

附註： 向上海奧拓瑪支付的租金開支乃根據雙方議定的價格計算。董事孔小玲
持有上海奧拓瑪之股權。

* 此關聯方交易亦構成關聯交易或持續關聯交易（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A
章）。



43 雙樺控股有限公司 - 中期報告2017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7年6月30日

18. 關聯方交易（續）
(b) 與關連方的未清付結餘：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關聯方款項：
上海奧拓瑪（附註） – 42  

附註： 以上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和無固定還款期。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932 1,007

退休金計劃供款 43 56  

向主要管理人員支付薪酬總額 975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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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按分類劃分的金融工具
於報告日期╱年終各類金融工具的賬面值如下：

金融資產－貸款和應收款項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和應收票據 57,392 65,767

列入預付款、按金和其他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 2,504 2,699

已抵押存款 2,500 –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131,129 95,818  

193,525 164,284  

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供出售投資 9,755 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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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按分類劃分的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金融投資產品 36,000 59,000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負債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和應付票據 33,443 27,297

列入其他應付款項和應計費用的金融負債 3,568 2,409  

37,011 2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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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按分類劃分的金融工具（續）
公平值
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主要由於該等工具的年期較
短所致。

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為乃各自願人士之間進行現時交易時工具可予以匯兌
的價格，而該等交易並非在被迫或清盤下進行。以下為估計公平值所採用的方
法及假設。

本集團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以公平值計量，乃根據本集團會計政策概
要中，公平值計量內第三公平值等級作基礎。本集團第三等級中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平值估計已於附註13詳細列載。

20.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批准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2017年8月25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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