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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如下業績：

– 收入約為人民幣�,���,�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 毛利約為人民幣���,�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 毛利率約為��.�%，與去年同期的��.�%大約持平。

– 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0,�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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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自二零零八年第四季度開始，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日益明顯，居民消費需求的下降和
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持續走低對國內快速消費品零售及批發行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京客隆」）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報告期間」）積極採取應對措施，
一方面堅持穩健的發展策略拓展分銷網路，努力保持和擴大市場份額，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提升經
營管理水準，千方百計促進銷售，控制成本與費用，力爭將不利影響降至最低限度。

零售業務

店鋪拓展

報告期間，本集團繼續堅持區域化拓展策略，在北京及河北廊坊地區新開零售店鋪��間，其中直
營店�間（包括�間大賣場、�間綜合超市和�間便利店），加盟便利店�間；受金融危機影響，報告
期間關閉了�間大賣場，同期終止了��間加盟便利店及�間首聯託管店鋪的加盟協議。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零售店鋪總數維持在���間，包括���間直營店和�0�間特
許加盟店及��間首聯託管店鋪，總淨營運面積約��0,000平方米。下表列示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的零售門店數目和淨營運面積：

 百貨商場  大賣場  綜合超市  便利店  合計

零售門店數目：
 直營店 �  �  ��  ��  ���

 特許加盟店 –  –  �  �0�  �0�

 首聯託管店鋪 �  �  ��  –  ��

 �  �  ��  ���  ���

淨營運面積（平方米）：
 直營店 ��,�00  �0,���  �0�,���  ��,0��  �0�,�0�

 特許加盟店 –  –  ��0  ��,���  ��,���

 首聯託管店鋪 ��,�00  ��,0��  ��,���  –  ��,��0

 ��,�00  ��,0��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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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優化

報告期間，本集團繼續強化自有品牌商品的開發運作，重點引進針棉類和日雜類商品，彌補了該
品類自有品牌的空缺；在供應商的選擇上堅持嚴格標準，保證自有品牌商品的優質優價，逐步提
高自有品牌商品的創效能力。

為了提高生鮮商品的競爭力，大力培養訂單農業採購基地。報告期間分別與延慶、順義及河北固
安等三個蔬菜基地簽訂了蔬菜訂單種植協定，降低了採購成本，縮短了上架週期；對部分蔬果產
品嘗試包地統采，分層級定價售賣，促進了店鋪銷售。

營運改善

為應對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及不斷加劇的同業競爭，報告期間通過不斷豐富行銷手段，努力提升
整體行銷水準。抓住市場熱點和消費需求，加大雙休日和節假日促銷力度，促銷週期由原來的雙
周縮短為一周；由單一的商品特價促銷改為特價與多種促銷活動並舉的行銷模式，新增數量折
扣、滿額換購、組合促銷及買贈抽獎等多種促銷方式；精心策劃了京客隆成立十五周年大型行銷
活動，調動了消費者的購買熱情。

報告期間，本集團充分發揮資料分析系統的功能，為店鋪營運決策提供科學的資料支援。通過全
面推廣店長必讀系統，店鋪經營管理人員實現對店鋪每日商品進、銷、存的數字量化分析，使門
店的銷售管理逐步由粗放型向精細化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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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升

服務競爭和品牌競爭是零售業的發展方向，強化服務行銷將成為企業提升品牌價值和競爭力的關
鍵。為了吸引和保留重點客戶，提升顧客忠誠度，報告期間本集團不斷拓展會員卡功能，加強對
會員的服務。對會員的回饋由單一年度回饋調整為季度與年度回饋相結合，每季度均有積分回饋
活動，同時還推出了會員專享商品海報專刊，並對會員卡「零錢包」零錢儲值功能進行了拓展，不
僅啟動了更多會員顧客持卡消費，同時也吸引了更多非會員顧客辦理會員卡，有利於促進店鋪銷
售。報告期間新發行會員卡約���,000張，會員顧客增至約�,��0,000人。

在便民服務措施上，除堅持傳統的服務項目外，根據顧客需求適時增加一些新型項目，如在部分
店鋪安裝繳費終端、增加輪椅甚至機械式立體停車庫等設施，不僅為顧客帶來了便利，同時也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京客隆的企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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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未經審計）

下表呈列來自本集團直營大賣場、綜合超市、便利店的零售營業收入及毛利率及特許專櫃銷售傭
金收入的分析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增長╱（減少）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重新編製）

直營零售店鋪：
大賣場 505,507  ���,���  2.0

綜合超市 948,562  ���,���  0.2

便利店 136,030  ���,��0  0.3

合計 1,590,099  �,���,���  0.7

毛利率(%) 16.5  ��.�  (0.4 )

特許專櫃銷售傭金 11,020  �0,�0�  2.0

包括久隆百貨商場 11,020  �,���  27.8

零售收入總額 1,601,119  �,���,���  0.7

報告期間直營零售店鋪收入大約與去年同期保持在同等水準。

報告期間直營零售店鋪毛利率自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約��.�%降至約��.�%，主要原因為在不利
的經濟環境及國內零售市場激烈競爭的背景下，本集團實施了更多的促銷活動，以保持其市場佔
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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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業務
由於宏觀經濟不景氣，市場消費低迷，高檔酒類的消費減少及食用油價格的大幅下跌使本集團批
發業務在報告期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儘管如此，批發業務的經營管理團隊仍然迎難而上，
千方百計開拓市場，努力穩定經營業績。

隨著市場的逐漸回暖，批發業務已逐漸走出低谷止跌回升，本集團經營管理層對批發業務在下半
年的前景持樂觀積極態度。

經營業績（未經審計）
批發業務的收入及毛利率呈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增長╱（減少）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朝批商貿及其附屬公司所確認的收入 1,658,204  �,���,���  (9.9 )

減：分部間銷售 (239,624 ) (�0�,��� )

銷售予加盟店鋪 226,296  ���,���

批發業務合併收入 1,644,876  �,���,���  (6.4 )

毛利率* (%) 10.8  �0.0  0.8

*： 指朝批商貿及其附屬公司確認的毛利率，包含其分部間銷售。

報告期間，朝批商貿及其附屬公司所確認的批發業務收入降低約�.�%，主要是由於經濟環境不景
氣造成高檔酒類銷售下降及食用油價格大幅下降。

報告期間，毛利率從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度的約�0.0%增長至約�0.�%，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持續的
商品結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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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增長╱（減少）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重新編製）

收入 3,249,298  �,��0,���  (3.0 )
毛利 452,543  ���,���  (2.1 )
毛利率(%) 13.9  ��.�  0.1
期間溢利 87,926  ��,���  (10.4 )
淨利潤率(%) 2.7  �.�  (0.2 )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70,340  ��,���  (7.9 )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淨利潤率(%) 2.2  �.�  (0.1 )

收入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收入從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度的約人民幣�,��0,�00,000元降低至約人民幣
�,���,�00,000元，降幅約�%，該降低主要是由於批發收入降低約�.�%。

毛利與毛利率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00,000元，較去年同期之毛利約人民幣���,�00,000元
降低約�.�%，該降低與收入的降幅相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及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毛利率約保持
在同等水準。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報告期內，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自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度約人民幣��,�00,000元降至約人民
幣�0,�00,000元，降低約�.�%。該溢利的下降主要由於毛利的減少。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主要通過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支付營運所需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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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00,000元（主要包括約為人民幣
�,���,�00,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非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00,000元（主要包括附息銀
行貸款及其他借款約人民幣�0,�00,000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負債淨值約人民幣���,�00,000元。流動資產主要包括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00,000元，存貨約人民幣�00,�00,000元，應收賬款約人民幣
�,0��,000,000元及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約人民幣���,�00,000元。流動負債主要包括應付
賬款及票據約人民幣���,�00,000元，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約人民幣�,���,�00,000元，短期
融資券人民幣��0,000,000元及其他應付款項與預提費用約人民幣���,�00,000元。

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款總額約人民幣�,���,�00,000元（均以人民幣列值），包括
有擔保短期銀行貸款約人民幣���,�00,000元、無擔保短期銀行貸款人民幣��0,000,000元、有擔
保非流動銀行貸款約人民幣�0,�00,000元、無擔保短期其他借款約人民幣���,�00,000元及無擔
保短期融資券人民幣��0,000,000元（固定年利率�.�%）。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承擔�.�%至�.�%

的固定年利率。本集團所有其他借款承擔�.�%的固定年利率。有擔保銀行貸款由本集團於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帳面值總額約人民幣���.�00,000元的若干房產、投資物業及土地使用權租賃預
付款擔保。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人民幣��,�00,000元的定期存款為約人民幣��,�00,000元的
應付票據提供擔保。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淨資產負債比率*約為��.�%，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約��.�%，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報告期間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的增加。

* 指（借款總額（包括債券）－已抵押存款與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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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所有營運收入及支出主要以人民幣列值。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經營及資金流動未因貨幣匯率的波動而受到任何重大影響。

員工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境內共有�,0��名全職僱員及�,���名臨時僱員。本集團
於報告期間的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及監事酬金）總計約人民幣�0�,�00,000元（二零零八年同期：人
民幣���,�00,000元）。本集團僱員（包括董事及監事）薪酬依據職務（崗位）、經驗、業績及市場水
準確定，以維持具有競爭力薪酬的水準。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重大或然負債。

期後事項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期後事項載於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展望
二零零九年下半年，雖然金融危機的影響還不能完全消除，困難、壓力和挑戰還將繼續伴隨著企
業發展的步伐。但是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已逐步向好，經濟運行中積極因素不斷增多，國民經濟開
始企穩回升。同時，內需成為加速經濟增速回升的主要力量，社會消費品總額保持旺盛穩定，將
為本集團提供更多的發展機遇，我們對本行業的前景仍然保持樂觀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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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除下文所述有關董事輪流退任事項以外，本公司於報告期間已實施及遵守了香港聯交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常規守則」）
的原則及所有規定條款。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的證券交易採納了一套不低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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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定之關於董事的證券交易標準的行為守則。本公司經作出特定
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其於報告期間遵守了關於證券買賣準則及行為守則。

董事會

常規守則條文A�.�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根據
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董事由股東大會任免，任期不超過三年，且可連選連任。本公司考慮到
本集團經營及管理政策實施的連續性，本公司章程內暫無明確規定董事輪流退任機制，故對上述
常規守則條文有所偏離。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獨立核數師考慮及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
則及方法，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呈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二零零九年未經審計的中期合
併業績。審核委員會認為本集團的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財務報告符合適用的
會計標準、聯交所及香港法律規定，並已做出足夠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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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者）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第�及�分部條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持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
規定，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規定須記入該條
所述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
淡倉如下：

本公司內資股之好倉

   佔已發行 佔已發行
  所持的內 內資股總數 總股本
姓名 身份 資股的股數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 (%)

衛停戰 個人 �,���,��� 0.�� 0.��

李建文 個人 �,���,��� 0.�� 0.��

李春燕 個人 ���,��� 0.�� 0.�0

劉躍進 個人 ���,��� 0.�� 0.0�

顧漢林 個人 �,���,��� 0.�� 0.��

李順祥 個人 �,��0,��� �.�� �.��

楊寶群 個人 �,0��,0�� 0.�� 0.��

屈新華 個人 ���,��� 0.�� 0.�0

王淑英 個人 ���,��� 0.�� 0.0�

姚婕 個人 ���,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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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的
聯繫人於本公司或任何聯繫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者）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
證中，概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
（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條規定須記入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標準守則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
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第�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條規定須記入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內資股之好倉

   佔已發行 佔已發行
  所持內資 內資股總數的 總股本的
名稱 身份 股的股數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 (%)

北京市朝陽 實益擁有人 ���,�0�,�0� ��.�� �0.��

 副食品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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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H股

  佔已發行 佔已發行
 所持有已發行 H股總數的 總股本的
名稱 H股股數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 (%)

Montpeli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LP（附註�） ��,���,000 (L) ��.�� �.��

Genesis Asset Managers, LLP（附註�） ��,���,000 (L) ��.�0 �.��

JP Morgan Chase & Co.（附註�） �0,0�0,000 (L) ��.0� �.��

 ��,���,000 (P) �.�� �.�0

Value Partners Limited（附註�） ��,���,000 (L) �.�� �.��

Value Partners Group Limited（附註�） ��,���,000 (L) �.�� �.��

Cheah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附註�） ��,���,000 (L) �.�� �.��

Cheah Company Limited（附註�） ��,���,000 (L) �.�� �.��

Hang Seng Bank Trustee 

 International Limited（附註�） ��,���,000 (L) �.�� �.��

謝清海（附註�） ��,���,000 (L) �.�� �.��

杜巧賢（附註�0） ��,���,000 (L) �.�� �.��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附註��） ��,0��,000 (L) �.�� �.��

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Ltd.（附註��） �,���,000 (L) �.0� �.��

(L) －好倉
(P) －可供借出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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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此等��,���,000股H股由Montpeli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LP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 此等��,���,000股H股由Genesis Asset Managers, LLP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 此等�0,0�0,000股H股由JP Morgan Chase & Co.持有，其中��,���,000股H 股由其以保管人法團╱核
准借出代理人身份持有，其餘�,���,000股H股由其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 此等��,���,000股H股由Value Partners Limited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 Value Partners Group Limited持有Value Partners Limited �00%的直接權益，遂因而被視作其於
Value Partners Limited所持有的��,���,000股H股擁有權益。

�. Cheah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視為持有Value Partners Group Limited ��.��%的權益，遂因
此被視作其於Value Partners Limited所持有的��,���,000 股H股擁有權益。

�. Cheah Company Limited視為持有Cheah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00%的權益，Cheah 

Company Limited遂因而被視作其於Value Partners Limited所持有的��,���,000 股H股擁有權益。

�. 此等��,���,000股H股由Hang Seng Bank Trustee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受託人身份持有。

�. 此等��,���,000股H股由謝清海以全權信託的創始人身份持有。

�0. 此等���,���,000H股由杜巧賢以謝清海的配偶身份持有。

��. 此等��,0��,000股H股由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以投資經理身份
持有。

��. 此等�,���,000股H股由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Ltd.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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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本公司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
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本公司的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證
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
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記入本公司持有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衛停戰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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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致：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引言

我們已審閱載於�0頁至��頁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
報表，包括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簡明合併損益表、全面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及附註（統稱「中期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要求應按照相關條例及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公司董事須負
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並且呈列該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我們的責
任是在實施審閱工作的基礎上對該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發表結論。我們的報告乃根據協定的委
聘條款僅向公司作為一個實體作出，並不能做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對任何其他人
士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準則審閱工作準則���0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
料之審閱」進行審閱業務。審閱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會計事項的人員作出
查詢，及實施分析程式及其它審閱程式。該審閱工作範圍比根據香港審計準則為發表審計意見而
進行的審計工作範圍相對較小，從而使我們未能如在審計工作中對財務報表所有重大方面知悉並
做出同等程度的保證。因此，我們並不發表任何審計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我們未發現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任何未能按照香港財務
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的事項。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金融街�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樓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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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重新編製）

收入 � 3,249,298  �,��0,���

銷售成本  (2,796,755 ) (�,���,��� )

毛利  452,543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221,995  ���,���

銷售及分銷成本  (363,735 ) (���,��� )

行政開支  (131,679 ) (�0�,��� )

其他開支  (15,569 ) (��,��� )

營運利潤  163,555  ���,���

融資成本 � (43,682 ) (��,��� )

除稅前溢利 � 119,873  ��0,���

稅項 � (31,947 ) (��,��� )

期間溢利  87,926  ��,���

歸屬於：
 母公司的股本持有人  70,340  ��,���

 少數股東權益  17,586  ��,���

  87,926  ��,���

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幣） � 0.171元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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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期間溢利  87,926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估收益╱（損失）
 金額淨額 �� 1,546  (�,��� )

期間內其他全面收益╱（損失），除稅淨額  1,546  (�,��� )

期間內其他全面收益總額，除稅淨額  89,472  ��,���

歸屬於：
 母公司的股本持有人  71,886  ��,0��

 少數股東權益  17,586  ��,���

  89,4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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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重新編製）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0 1,589,728  �,���,���
投資物業 �� 7,745  �,���
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 �� 89,500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2,631  �,0��
無形資產  7,926  �,���
其他長期租賃預付款  66,965  ��,���

非流動資產總額  1,764,495  �,���,���

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  �0,000
存貨 �� 600,122  ��0,0�0
應收賬款 �� 1,014,032  ��0,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74,083  ���,�00
應收貸款 �� 50,000  �0,000
已抵押存款 �� 22,451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485,633  ���,0��

流動資產總額  2,446,321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 699,764  ���,���
債券 �� 370,000  ��0,000
應繳稅款  49,434  ��,��0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434,475  ���,���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0 1,113,860  �,00�,���
遞延收入－本期部分  489  �,���

流動負債總額  2,668,022  �,���,0��

流動負債淨值  (221,701 )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42,7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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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重新編製）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42,794  �,���,���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0 30,250  ��,000

遞延收入  2,800  �,���

遞延稅項負債  11,142  ��,�0�

其他長期應付款  7,240  �,0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51,432  ��,���

淨資產  1,491,362  �,���,���

股本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行股本 �� 412,220  ���,��0

儲備  898,119  ���,���

宣派末期股息  –  ��,���

  1,310,339  �,���,0��

少數股東權益  181,023  ���,���

股本總值  1,491,3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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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可供出售
 已發行  股本  資本  金融資產  法定盈餘  擬派  保留    少數
 股本  溢價賬  儲備  重估儲備  公積金  末期股息  溢利  小計  股東權益  權益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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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計）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0  �0�,���  �,���  ���  ��,���  ��,���  ���,���  �,���,0��  ���,���  �,���,���
期間溢利 –  –  –  –  –  –  �0,��0  �0,��0  ��,���  ��,���
期間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淨額 –  –  –  �,���  –  –  –  �,���  –  �,���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除稅淨額 –  –  –  �,���  –  –  �0,��0  ��,���  ��,���  ��,���
宣派二零零八年度股息 –  –  –  –  –  (��,��� ) –  (��,��� ) –  (��,��� )
已付少數權益持有人之股息 –  –  –  –  –  –  –  –  (��0 ) (��0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0  �0�,��� * �,��� * �,��� * ��,��� * –  �0�,��� * �,��0,���  ���,0��  �,���,���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計╱重新編製）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0  �0�,���  �,���  �,��0  ��,�0�  ��,���  ��,��0  �,���,���  ���,���  �,�0�,���
期間溢利 –  –  –  –  –  –  ��,���  ��,���  ��,���  ��,���
其他全面損失，除稅淨額 –  –  –  (�,��� ) –  –  –  (�,��� ) –  (�,��� )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除稅淨額 –  –  –  (�,��� ) –  –  ��,���  ��,0��  ��,���  ��,���
宣派二零零七年度股息 –  –  –  –  –  (��,��� ) –  (��,��� ) –  (��,��� )
收購少數股東權益 –  –  –  –  –  –  –  –  (��� ) (��� )
已付少數權益持有人之股息 –  –  –  –  –  –  –  –  (��,��� ) (��,���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0  �0�,���  �,���  ���  ��,�0�  –  ���,���  �,���,���  ���,0��  �,�0�,��0

* 該等儲備賬目包含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合併儲備金額人民幣���,���,000元，載列於中期簡明合併財
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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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34,338  ��,0��

投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77,285 ) (���,0�� )

融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44,448 )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減少）淨額  (87,395 ) ��,���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3,028  �0�,��0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55,633  ���,���



��

2009年中期業績報告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1. 公司資料

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註冊地址為中國北京市朝陽區新源街��號。本公司於香港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遮打道��–�0

號曆山大廈�0樓。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覆蓋整個北京市及毗鄰北京市的部分區域從事日用消費品零
售和批發業務。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是北京市朝陽副食品總公司（「朝陽副食品」），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國有企
業。

2. 編製之基準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要求編製。

該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的所有信息及披露內容，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除
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調整到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負債淨值為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000元），基於本集團獲取融資的歷史、已取得的借貸信用額度、經營狀況、運營資金預
測及於其後十二個月的財務責任，董事認為本集團可以繼續在可預見的將來獲得足夠的融資來源以保證
承擔到期負債及業務經營所需的資金。因此，董事在持續經營的基礎上編製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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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除採用以下列明之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外，編製中期簡明合
併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報表所採用的會計
政策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該準則要求披露本集團經營分部的資料，並取代以業務為主以地域為次確定本集團經營分部的要求。採
納該準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產生任何影響。本集團所確定的經營分部與之前依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號分部報告所確定的業務分部相同，有關各項分部的詳情披露於附註�。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該經修訂準則區分所有人及非所有人權益變動。權益變動表的變化僅包括與所有人交易之詳情及與非所
有人權益變動作為在單項予以列報。此外，該準則引入全面損益表：呈列所有直接於損益表內確認的收
入及支出項目，無論於單獨報表或兩個聯繫報表內。本集團已選擇呈列兩個報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

該詮釋要求將提供予顧客的忠誠獎賞確認為銷售交易的一個單獨的組成部分。已收對價公允價值的部分
於授予獎勵中分攤並予以遞延，其在所授予兌換期間被確認為收入。本集團在其零售分部內繼續實行客
戶忠誠積分計畫（消費積分），允許消費者在本集團零售店鋪購買商品時積分。該等積分獲得最低積分數
額後可兌換為一定折扣或免費商品。本集團以往基於在銷售預計將兌換的折扣或供應商品的成本，將其
記錄為銷售支出及責任。香港財務報告詮釋第��號未設定具體過度規定。因此，本集團遵守香港會計準
則第�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及差錯更正以適用於對以往的變更，之前期間財務資料因此已進行重新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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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政策，已收對價在已售商品與已發行積分間分攤，已分攤至積分的對價等同於其公允價值。積分
的公允價值由所適用的統計資料分析決定。已發行積分的公允價值予以遞延並於該等積分獲得兌換時予
以確認。

基於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的採用，對之前期間的財務資料進行如下調整：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減少淨額： 人民幣�,���,000元
銷售支出減少淨額： 人民幣�,���,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遞延收入增長淨額 人民幣�,0��,000元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項目減少淨額 人民幣�,0��,000元

對以往期間財務資料的重新編製對本集團的每股盈利沒有影響。

本集團亦採納了若干對準則及詮釋不重大的修訂，詳情載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財務報表附註�.�.

3. 分部資料

為有效管理，本集團基於其業務營運劃分業務單位，有如下三個報告營運分部：

(i) 零售業務分部透過本集團的百貨商場、大賣場、綜合超市及╱或便利店（「零售門市」）分銷生鮮食
品、乾貨、飲料、加工食品及日常用品；

(ii) 批發業務分部向包括零售門市、其他零售商及貿易公司在內的客戶批發供應日用消費品；及

(iii) 其他分部，主要包括，塑膠包裝材料的生產及商業設備的安裝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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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監控業務單位各自的經營業績，以有效分配資源及評估業績。分部業績依據的經營利潤或損失進
行評估，其在若干方面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中經營利潤或損失所依據的標準相同。本集團以一個集團為基
準管理收入應繳稅項，而非分攤在各個營運分部上。

分部間的交易及轉讓乃參考以當時市價向第三方銷售的售價進行。

營運分部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營運分部之收入及溢
利之資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零售  批發  其他  抵銷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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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銷售予外部客戶 1,601,119  1,644,876  3,303  –  3,249,298

 分部間銷售 –  239,624  2,547  (242,171 ) –

總計 1,601,119  1,884,500  5,850  (242,171 ) 3,249,298

分部業績

 除稅前溢利 57,105  63,475  (707 ) –  119,873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重新編製）

 零售  批發  其他  抵銷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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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銷售予外部客戶 �,���,���  �,���,���  �,���  –  �,��0,���

 分部間銷售 –  �0�,���  �,��0  (��0,��� ) –

總計 �,���,���  �,0��,���  �,���  (��0,��� ) �,��0,���

分部業績

 除稅前溢利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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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營運分部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

 零售  批發  其他  抵銷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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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 2,748,578  1,543,274  5,201  (86,237 ) 4,210,816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計） �,��0,���  �,���,���  �,00�  (��,��� ) �,���,���

本集團未曾以其�0%或更多的收入依賴任何一個外部客戶。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即本集團營業額，指已售貨物的發票淨值，扣除相關稅項及銷售退回與商業折扣。

本集團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重新編製）

收入

銷售貨物及商品：
 零售  1,590,099  �,���,���

 批發*  1,644,876  �,���,���

  3,234,975  �,���,���

特許專櫃銷售傭金  11,020  �0,�0�

其他  3,303  �,���

總收入  3,249,298  �,��0,���

* 包含向加盟店鋪銷售的金額總計人民幣���,���,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
民幣���,���,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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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其他收入及收益

源自供應商的收入：
 推廣收入  139,245  ��,�0�

 上架費及其他  18,458  ��,���

  157,703  ���,���

總租金收入  39,330  ��,���

拆遷物業之賠償淨額  1,579  �,���

利息收入  14,386  �,���

政府補貼  1,137  �,���

其他  7,860  �,���

其他收入及收益總計  221,995  ���,���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應於五年內全部償還銀行貸款利息  21,814  ��,���

應於五年內全部償還債券利息  12,650  ��,���

應於五年內全部償還其他借款利息  9,458  �,0��

  43,922  ��,���

減：利息資本化  (240 ) (�,��0 )

  43,682  ��,���



��

2009年中期業績報告

6. 除稅前溢利

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本集團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售出存貨之成本  2,796,755  �,���,���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69,889  ��,��0

 投資物業  434  ���

  70,323  ��,0��

無形資產攤銷  903  ���

確認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  1,226  ���

物業營運租約之最低租金  57,852  ��,���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損失╱（收益）淨額  23  (��� )

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回  –  (�,��� )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6,000  �,�0�

 其他員工成本
  工資、薪金及社會保障成本  190,047  ���,�0�

  退休福利供款  12,886  ��,���

  202,933  ���,���

員工成本  208,933  ���,���

外匯匯兌差額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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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本集團須按實體基準就產生或源於本集團成員公司註冊及經營所在稅收管轄權區域的溢利繳納所得稅。
本集團目前並無源於香港的任何應課稅收入，因此無需繳納香港利得稅。依據中國現行所得稅法規定，
本集團的企業所得稅依其各自應課稅收入按稅率��%繳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期企業所得稅－中國  32,406  ��,�0�

遞延企業所得稅  (459 ) (��0 )

  31,947  ��,���

適用於除稅前溢利按法定稅率計算的企業所得稅與按本集團的實際企業所得稅稅率計算的企業所得稅，
以及法定企業所得稅稅率與實際稅率分別對帳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除稅前溢利  119,873  ��0,���

按中國法定企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企業所得稅  29,968  ��,���

不可扣稅支出  1,123  �,�00

未經確認稅項虧損  1,012  �,���

其他  (156 ) (��� )

本集團實際稅率支出稅項  31,947  ��,���

8.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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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於期間內應佔盈利及於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得
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盈利：
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溢利  70,340  ��,���

 股份數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股份：
期間用於每股基本盈利計算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12,220,000  ���,��0,000

因相關期間未發生任何攤薄事項，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
每股攤薄盈利未予呈列。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取得總成本值約為人民幣���,�00,000元的樓房、租賃
物業裝修、機器、辦公室設備、汽車及在建工程。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帳面值淨額為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0�,000,000元）的房產抵押，用於擔保本集團若干銀行貸款（附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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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資物業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帳面值為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00,000元）的投資物業抵押，用於擔保本集團獲授的若干銀行貸款（附註�0）。

12. 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帳面總值為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000,000元）的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抵押，用於擔保本集團獲授的若干銀行貸款（附註�0）。

1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中國上市股本投資，按公允價值  2,631  �,0��

非上市股本投資，按成本值  1,188  ��,���

減：股本投資減值損失  (1,188 ) (�,��� )

  –  �0,000

  2,631  ��,0��

減：股本投資之本期部分，按成本值  –  (�0,000 )

  2,631  �,0��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總收益為入人民幣�,���,000元（截至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損失為人民幣�,���,000元）已確認為其他全面收益。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北京金陽久隆商貿有限公司簽署股份轉讓協定，以
現金人民幣�0,000,000元的對價轉讓所持有的北京首聯商業集團有限公司（「首聯」）��.0�%的股權，該
股份轉讓交易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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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存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供轉售商品及產品  593,062  ���,0��

原材料  5,060  �0,�0�

  598,122  �0�,��0

低值易耗品  2,000  �,��0

  600,122  ��0,0�0

15. 應收賬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應收賬款  1,014,912  ��0,���

減值  (880 ) (��0 )

  1,014,032  ��0,0��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信用期一般不超過六十日。對於有長期業務關係的主要客戶授予較長的信用期。本集
團設法嚴格控制其尚未收回之應收賬款，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就逾期未償還餘額進行評審。本集團之應收
賬款分佈於�,��0名（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名）客戶，此等客戶之債務額從人民幣�,000元至
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從人民幣�,000元至人民幣���,�00,000元）。除應
收首聯賬款按�.�%的年利率計收利息之外，應收賬款均不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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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產負債表日，本集團應收賬款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後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兩個月之內  545,573  ��0,���

兩個月至六個月  220,650  ���,���

六個月至一年  229,314  ���,���

一年至兩年  18,495  �

  1,014,032  ��0,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人民幣���,�00,000元的應收賬款來自本集團的一個主要客戶首聯，
其到期未償還金額約為人民幣���,�00,000元。於二零零九年七月，本集團與首聯簽署還款協議，首聯同
意自二零零九年八月起按月分期償還該未償還款項餘額。董事認為，基於以下考慮對上述款項無須提取
減值：

– 至本報告出具之日，已有約人民幣��,�00,000元的逾期餘額予以償還；

–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經過對首聯零售店鋪的一系列裝修改造後，其經營業
務已逐步改善；及

– 首聯安排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將位於北京的總值不少於人民幣���,000,000元的五處土地及相關房
產抵押給本公司，以擔保償還該到期應收賬款。

16. 應收貸款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貸款指本公司通過北京銀行向第三者提供的委託貸款，該委託貸款為無
擔保的，年利率為�.�%，並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到期。應收貸款的帳面價值與其公允價值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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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與已抵押存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現金及銀行餘額  455,633  ���,0��

獲得時原有到期日為少於三個月
 的為應付票據擔保的定期存款  22,451  ��,���

獲得時原有到期日為少於三個月
 的為銀行貸款擔保的定期存款  –  ��,���

獲得時原有到期日為多於三個月的
 無擔保定期存款  30,000  –

  508,084  ���,���

減：有擔保定期存款，獲得時原有到期日為少於三個月的  (22,451 ) (�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85,633  ���,0��

18.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資產負債表日應付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期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兩個月之內  569,076  �0�,���

兩個月至六個月  121,072  �0,���

六個月至一年  6,330  �,���

一年到兩年  1,999  �,0��

超過兩年  1,287  �,���

  699,7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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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付票據總計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000,000元），由本集團總計約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00,000元）的若干定期存款擔保（附註��）。

19. 債券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四日，本公司發售總金額為人民幣��0,000,000元的債券，期限為一年。該債券為無
擔保的，年利率為�.�%，通過北京銀行發行。此債券的帳面價值與其公允值相若。此債券已於二零零九
年七月十六日償清。

20.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本期

銀行貸款－有抵押 2010  420,000  �00�  ���,���

銀行貸款－無抵押 2010  250,000  �00�  �0�,000

其他借款－無抵押 2010  395,610  �00�  �00,000

長期銀行貸款
 本期部分－有抵押 2010  48,250  �00�  ��,���

   1,113,860    �,00�,���

非本期

銀行貸款－有抵押 2010 – 2011  30,250  �0�0 – �0��  ��,000

   1,144,110    �,0��,���

(a) 銀行貸款

所有本集團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列值，分別按介乎於�.�% 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至 �.�%）的固定年利率計算利息。

(i) 有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抵押銀行貸款總計人民幣���,�00,000元，由本集團的
若干帳面淨值分別約為人民幣���,�00,000元（附註�0）、人民幣�,�00,000元（附註��）和人
民幣��,�00,000元（附註��）的房產、投資物業和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作為抵押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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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有抵押銀行貸款總計人民幣�00,�00,000元，由本
集團的若干帳面淨值分別約為人民幣�0�,000,000元（附註�0）、人民幣�,�00,000元（附註
��）和人民幣��,000,000元（附註��）的房產、投資物業和土地使用權租賃預付款作為抵押擔
保。另外，本集團有抵押銀行貸款總計人民幣��,�00,000元由本集團有擔保定期存款人民幣
��,�00,000元（附註��）作為擔保。

(ii) 無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無抵押銀行貸款總計人民幣��0,000,000元（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元）由本公司進行保證擔保，及人民幣�0,000,000元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由朝陽副食品進行保證擔保。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來自第三方的委託貸款總計人民幣�0,000,000元，已於本報告
期間全部償清。

(b) 其他借款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自獨立第三方江西國際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額為人民幣
���,�00,000元的其他無抵押借款由本公司保證擔保。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自獨立第三方新時代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額人民幣
�00,000,000元的其他無抵押借款由本公司進行保證擔保。該其他借款已於本報告期間全部償清。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有其他借款均以人民幣列值，並以�.�%（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固定年利率計息，本集團其他借款的帳面價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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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股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已發行及繳足：
 ��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元的內資股  230,060  ��0,0�0

 ���,��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元的H股  182,160  ���,��0

  412,220  ���,��0

22. 經營租約的安排

(a)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出若干物業，租期按一年到二十年的年期磋商。租賃條款一般要求承
租人支付保證金。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與租戶根據有關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未來最低租賃應收款總額
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一年以內  55,318  ��,���

第二至第五年（包含首尾兩年）  126,554  �0�,��0

五年以後  118,585  ��,���

  300,4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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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入若干物業，物業租期按介乎二年至二十年的年期磋商。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一年以內  89,490  ��,��0

第二至第五年（包含首尾兩年）  419,969  ���,���

五年以後  810,973  ���,���

  1,320,432  �,���,���

一項租約僅在發生可能性很小的不可抗力事件發生時可以撤銷，則該項租約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所定義之不可撤銷的經營租約。根據相關租賃協定，當店鋪發生虧損超過一定數額或該等店鋪將
因虧損無法持續經營，本集團有權終止其相應租賃協議。

23. 承擔

於資產負債表日，本集團主要用作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建設及購置的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已授權，但未訂約  52,963  ��,���

已訂約，但未撥備  8,771  �,���

  61,7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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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關連人士交易

(a)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進行了
如下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控股股東：
 物業租賃支出 (i)  5,191  �,���

控股股東附屬公司：
 物業租賃支出 (ii)  1,050  �,0�0

附註：

(i) 根據本集團與朝陽副食品簽署的租賃協定及補充協定，以租賃物業為期十年至二十年用於經
營，基本年租開支（包括相關營業稅及物業稅）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開支總額約為人民幣�0,���,000元。

(ii) 根據本公司與北京騰遠興業汽車服務有限公司（朝陽副食品的一家附屬公司）簽署的物業
租賃協議，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租金支出按基本年租開支約人民幣
�,�00,000元計算。

(b) 與關連人士的其他交易：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控股股東已就本集團的不超過人民幣�0,000,000元的貸款提
供保證擔保，進一步的詳情載於本財務報表附註�0(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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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集團提供予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短期僱員福利  10,593  ��,00�

退休後福利  121  ���

向主要管理人員支付之薪酬總額  10,714  ��,���

25.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26. 期後事項

除附註��所載披露事項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後未發生其他重大期後事項。

27. 審批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董事會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審批及授權刊發該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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