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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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uanghua Holdings Limited
雙樺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41）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雙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董事會（「董事會」）茲
公佈，本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
下。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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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31,861 42,299

銷售成本 (20,966) (38,112)
  

毛利 10,895 4,187

其他收入和收益 5 3,852 2,627

銷售和分銷成本 (1,814) (2,103)

行政開支 (10,002) (10,231)

其他開支 (229) (1,150)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2,702 (6,670)

所得稅開支 7 (504) (657)
  

期內溢利╱（虧損） 2,198 (7,327)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198 (7,327)

非控制權益 – –
  

2,198 (7,3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虧損）
基本及稀釋 9 0.3分 (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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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虧損） 2,198 (7,327)
  

其他綜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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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64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價值儲備淨額變動 – (9)
  

其他全面收益 – 85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198 (6,472)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198 (6,472)

非控制權益 – –
  

2,198 (6,472)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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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6月30日

於2018年
6月30日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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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31 88,157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62,494 63,406

可供出售投資 7,825 7,041
  

非流動資產總額 157,750 158,604
  

流動資產
存貨 38,924 36,665

貿易和應收票據 10 53,969 55,158

預付款、按金和其他應收款項 4,968 5,46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0,400 10,400

結構性存款 54,000 54,000

已抵押存款 1,700 3,750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106,653 106,280
  

流動資產總值 270,614 271,713
  

流動負債
貿易和應付票據 11 20,967 25,976

其他應付款項和應計費用 18,319 17,195

撥備 1,868 1,627

政府補貼 1,609 2,021

應付稅項 400 401
  

流動負債總額 43,163 47,220
  

流動資產淨額 227,451 224,4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5,201 38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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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8年
6月30日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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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1,070

遞延稅項負債 4,204 3,7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4,676 4,770
  

資產淨值 380,525 378,32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5,406 5,406

溢價 133,658 133,658

儲備 241,456 239,258
  

380,520 378,322

非控制權益 5 5
  

總權益 380,525 378,327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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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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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呈列基準和本集團會計政策之變更
截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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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的中期合併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信息和披露，應
與集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未經審計的臨時合併財務報表是根據《歷史成本公約》編製的，但經公允價值計
量的損益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除外。這些財務報表以人民幣（「RMB」）顯
示，除另有註明外，所有數值四捨五入至最近的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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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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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1

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惟採納於2018年1月1日生效的新準則
及詮釋則除外。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其他已頒佈惟尚未生效的準則、詮釋
或修訂。

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其要求重述以往的財務報表。應香港會計準則34號之要
求對相關性質及影響披露如下。

若干其他修訂本及詮釋於2018年首次應用，惟對本集團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並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代替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收入及相關詮釋，適用於所有因與客戶簽訂合約而產生的收益，除非這些
合約適用於其他準則。該項新準則建立一個五步模式，以確認客戶合約收益。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收益按能反映實體預期就交換向客戶轉讓貨物
或服務而有權獲得的代價金額確認。

該準則要求實體作出判斷，並考慮將該模式各步應用於與其客戶簽訂合約時的
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該準則亦訂明獲取合約的增量成本及與履行合約直接相
關的成本的會計處理。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後對本集團業績並無影響。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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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8年6月30日

3.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本集團於生效日期（即2018年1月1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並
引入分類及計量、減值及對沖會計處理的新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不
適用於初步應用日期（即2018年1月1日）已終止確認的項目。

(a) 分類及計量
除若干貿易應收款項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本集團初步按
公允值加交易成本（倘為並非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計量金融資
產。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債務金融工具隨後按公允值計入損益（按
公允值計入損益）、攤銷成本或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按公允值計
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分類乃基於以下兩個標準作出：本集團管理資
產的業務模式；及工具的合約現金流是否對未償還本金的「純粹支付本
金及利息」（「SPPI標準」）。

本集團債務金融工具的新分類及計量如下：

• 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工具指在業務模式內以持有金融
資產來收取符合SPPI標準的合約現金流為目的的金融資產。該分
類包括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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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續）
(a) 分類及計量（續）

其他金融資產按以下方式進行分類及後續計量：

•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包括本集團於初步確認或過渡中並
沒有不可撤回地選擇將其分類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股權工具。該分類亦包括現金流特質不符合SPPI標準的債務工
具，或並非就收取合約現金流或收取合約現金流及出售為目的之
業務模式。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本集團之按公允值計入損
益的金融資產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前於累計其他全面收
益中確認的儲備轉至可供出售儲備後，可供出售儲備已重新分類
至保留溢利，金額為人民幣6,779,000元。

本集團的金融負債之會計處理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所要求者大致相
同。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要求相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要求
或然代價負債作為按公允值計量的金融工具進行處理，而公允值變動於
損益表中確認。

(b) 減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透過前瞻性預期信貸損失（預期信貸損失）法記
錄所有並非以按公允值計入損益持有的貸款及其他債務金融資產。

預期信貸損失乃基於根據合約應付的合約現金流與本集團預期收取的所
有現金流之間的差額。該差額其後按接近資產原有的實際利率貼現。

就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而言，本集團已應用標準簡化法，並已
根據年期預期信貸損失計算預期信貸損失。本集團已設立根據本集團過
往信貸損失經驗計算的撥備矩陣，並按與債務人相關之前瞻性因素及經
濟條件調整。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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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8年6月30日

3.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續）
(b) 減值（續）

本集團會在合約付款逾期180日時考慮金融資產違約。然而，在若干情
況下，倘內部或外部資料反映，在沒有計及任何現有信貸提升措施前，
本集團不大可能悉數收到未償還合約款項，則本集團亦可認為金融資產
違約。

由於本集團的信貸風險有限，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採納預期信貸
損失要求對本集團的金融資產之減值撥備並未導致任何重大影響。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分類及計量要求已於截至初步應用日期（即2018年1

月1日）以追溯方式採納。然而，本集團已選擇運用選擇權以不重列可供比較資
料。因此，2017年的數字乃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呈列及計量。下表呈列於
2018年1月1日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原本計量分
類，以及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新計量分類。

金融資產

2018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39號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
第9號計量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貸款及應收款項 55,158 攤銷成本 55,158

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
款項的金融資產

貸款及應收款項 2,301 攤銷成本 2,301

結構性銀行存款 貸款及應收款項 54,000 攤銷成本 54,000

已抵押存款 貸款及應收款項 3,750 攤銷成本 3,75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貸款及應收款項 610,242 攤銷成本 54,000

以公允值計量的上市權益投資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7,041 按公允值
計入損益

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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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
來自外間客戶的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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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42 30,729

美國 2,259 4,620

加拿大 202 4,590

亞洲 2,750 2,043

其他 408 317
  

31,861 4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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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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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續）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三名客戶的收益佔本集團10%以上的
總收益。來自該三名客戶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5,170,000元，人民幣4,690,000

元，人民幣3,75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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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2,000元，人民幣8,825,000

元，人民幣6,620,000元及人民幣4,590,000元。

5. 其他收入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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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和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貨品 31,861 42,299

  

其他收入
政府補貼 1,025 1,011

銀行利息收入 1,860 846

出售按公平值並計入損益的利息收入 967 770
  

3,852 2,627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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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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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66 38,112

折舊 4,166 5,243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攤銷 912 915

經營租賃開支 487 582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
及行政總裁薪酬）：
工資和薪金 5,992 5,390

退休金計劃供款 936 1,110

員工福利開支 1,235 1,161
  

8,163 7,661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97 608

存貨減值撥回 (4,131) (176)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113 48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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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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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244

遞延－稅項支出 – 413
  

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504 657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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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利
董事會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2018年6月30日止6個月不建議派發
股息。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2,198,000

（2017年6月30日：虧損人民幣7,327,000）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50,000,000股（2017年6月30日：650,000,000股）計算。

公司擁有人所佔每股基本溢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方法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溢利╱（虧損）
母公司擁有人所佔溢利，
用於每股基本溢利╱（虧損）計算 2,198 (7,327)

  

股份數量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用於每股基本溢利╱（虧損）計算 650,000,000 650,000,000

  

本集團期內並無已發行具潛在攤薄性的普通股。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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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和應收票據

2018年
6月30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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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6 37,388

應收票據 16,150 20,984
  

57,296 58,372

減值 (3,327) (3,214)
  

53,969 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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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已抵押應收票據人民幣6,721,000元（2017年
12月31日：人民幣4,100,000元）和已抵押存款人民幣1,700,000元（2017年12月
31日：人民幣3,750,000元）為人民幣8,421,000元的應付票據（2017年12月31

日：人民幣7,850,000元）作抵押。貿易和應收票據為免息。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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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和應收票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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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6月30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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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2 8,527

1至3個月 12,779 13,569

3至12個月 16,975 11,165

超過12個月 1,023 913
  

37,819 34,174
  

11. 貿易和應付票據

2018年
6月30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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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6 18,126

應付票據 8,421 7,850
  

20,967 25,976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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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和應付票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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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6月30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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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3 11,683

1至3個月 6,466 6,761

3至12個月 6,338 5,262

超過12個月 2,020 2,270
  

20,967 2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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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應付票據人民幣8,421,000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
7,850,000元）以本集團金額為人民幣6,721,000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
4,100,000元）的應收票據和金額為人民幣1,700,000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
幣3,750,000元）的已抵押存款作抵押。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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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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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實現營業
收入人民幣31.9百萬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4.6%合人民幣10.4百萬元。截至2018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實現盈利人民幣2.2百萬元，去年同期為淨虧損人民
幣7.3百萬元，本期的利潤主要來自於過去按照會計準則計提減值之存貨的銷售。

國內市場銷售
本集團國內市場的主要銷售產品為冷凝器與蒸發器。本期間內，本集團國內市場蒸發
器銷售單價較2017年同期上升7.0%，而冷凝器銷售單價較2017年同期下降16.5%。銷
售數量較2017年同期分別下降16.9%和5.0%，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10.9%和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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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國際市場的主要銷售產品為冷凝器和蒸發器。截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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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同期分別下降9.8%和12.0%，而銷售數
量較2017年同期分別下降14.2%和81.6%，蒸發器銷售收入較去年下降22.6%，冷凝器
銷售收入下降83.7%。銷售下降的主要原因在於原有北美主要客戶採購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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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國內及全球經濟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本集團將繼續改善自身成本結構，以
保持集團的競爭力和盈利能力。 在2018年及未來幾年，本集團將專注於發掘現有資
源的價值，例如品牌知名度、技術、設備、土地及廠房。本集團力求充分利用現有資
產，尋求產業合作、投資、兼併與收購等機會，爭取股東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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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約為人民幣31.9百萬元，較2017年同期之收益約
人民幣42.3百萬元下降約人民幣10.4百萬元，下降比例為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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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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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65 54.5% 19,493 46.1%

冷凝器 6,093 19.1% 7,680 18.2%

其他 2,018 6.3% 2,198 5.2%
    

小計 25,476 80.0% 29,371 69.5%
    

國際
蒸發器 5,117 16.1% 6,610 15.6%

冷凝器 796 2.4% 4,894 11.6%

其他 289 0.9% 980 2.3%
    

小計 6,202 19.5% 12,484 29.5%
    

潤滑油 182 0.6% 444 1.0%
    

小計 182 1.0% 444 1.0%
    

合計 31,860 100% 42,2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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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與毛利率
（本部分數據均為存貨減值撥備或轉回之前的數據）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整體毛利約為6.8百萬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4.2百萬元），本期毛利上升人民幣2.6百萬元，上升比例為62.0%；其中國
內市場實現毛利約人民幣4.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3.4百萬元；國際市場
實現毛利約人民幣1.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0.7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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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毛利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國內
蒸發器 4,406 1,579

冷凝器 (34) 382

其他 429 (585)
  

小計 4,801 1,376
  

國際
蒸發器 1,637 2,157

冷凝器 194 459

其他 69 (16)
  

小計 1,900 2,600
  

潤滑油 62 211
  

小計 62 211
  

合計 6,763 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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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整體毛利率為21.2%，2017年同期為9.9%，總體毛利
率較去年上升11.3%。

其他收入和收益
其他收入和收益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6百萬元，本期約人民幣3.9

百萬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約人民幣1.3百萬元，上升50.0%，主要由於銀行利息收
入上升。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和收益主要包括政府補貼收入約人民
幣1.0百萬元、出售按公平值並計入損益的投資利息收入約人民幣1.0百萬元和銀行利
息收入1.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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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銷售和分銷成本較去年同期減少
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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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行政及其他開支較去年同期下降10.1%。

所得稅開支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整體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0.5百萬元（2017年6

月30日：0.7百萬元）。

期內溢利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2.2百萬元，去
年同期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7.3百萬元。



22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流動資產淨額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額為人民幣227.5百萬元（2017年12月31日：
224.5百萬元）。流動資產淨額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財務狀況及銀行借貸
於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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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百萬
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110.0百萬元），大部分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本集團於
2018年6月30日無計息銀行借貸餘額（2017年12月31日：無）。本集團於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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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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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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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資本
於2018年6月30日，存貨約為人民幣38.9百萬元，2017年12月31日則約為人民幣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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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平均存貨周轉日為324.5日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20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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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
365天）得出。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貿易及應收票據平均周轉日為308.3日（截至2017年12

月31日止年度：263.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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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
365天）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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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貿易及應付票據平均周轉日為132.6日（截至2017年12

月31日止年度：1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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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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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3.4百萬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1.6百萬元，和2017年同期相比資本開支增加了約為人民幣1.8百
萬元。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僱傭合計約160名全職僱員（2017年12月31日：165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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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薪酬約為人民幣6.0百萬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
14.2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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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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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僱員福利開支約為人民幣2.2百萬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4.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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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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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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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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約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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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2018年6月30日和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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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2018年6月30日已抵押應收票據人民幣6,721,000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
4,100,000元）和已抵押存款人民幣1,700,000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3,750,000

元）為人民幣8,421,000元的應付票據（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7,850,000元）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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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首次公開招股所得款項用途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公司於201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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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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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遵守香港交易所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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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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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執行董事鄭平先生、執行
董事鄭菲女士、非執行董事孔小玲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郭瀅女士已在2018年6月25

日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並重新選舉鄭平先生與鄭菲女士為公司執行董事，孔小玲
女士為非執行董事及郭瀅女士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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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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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斌輝先生及郭瀅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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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包括郭瀅女士、何斌輝先生及陳禮璠先生，而郭瀅女士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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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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瀅女士及陳禮璠先生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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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
本業績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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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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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載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於 香 港 交 易 所 網 站 (www.hkex.com.hk) 及 本 公 司 官 網
(www.shshuanghua.com)。本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中期報告將會於適當時候寄發
予本公司股東及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的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主席及行政總裁

鄭平

上海，2018年8月3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鄭平先生、鄭菲女士及鄧露娜女
士；一名非執行董事孔小玲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郭瀅女士、何斌輝先生及
陳禮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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