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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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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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he Commerci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人和商業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87）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人和商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在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
中期業績，連同合適的比較數字如下：

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附註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6 504,838 523,182

  

毛利 504,838 523,182

其他收入 58,488 63,738
行政費用 (273,069) (212,131)
其他經營費用 (308,943) (299,692)

  

持續經營業務的經營（虧損）╱溢利 (18,686) 75,097

融資收入 2,198 404
融資費用 (120) (11,717)

  

融資收入╱（費用）淨額 7(a) 2,078 (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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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附註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的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7 (16,608) 63,784

所得稅 8 (49,703) (61,533)
  

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溢利 (66,311) 2,251
  

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的所得稅後虧損 – (14,513,350)

  

期間虧損 (66,311) (14,511,099)
  

以下各方應佔部分：
 本公司權益股東 (66,311) (14,493,380)
 非控股權益 – (17,719)

  

期間虧損 (66,311) (14,511,099)
  

以下各方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權益股東
— 持續經營業務 (66,311) 2,251
— 終止經營業務 – (14,495,631)

  

(66,311) (14,493,380)

非控股權益
— 終止經營業務 – (17,719)

  

期間虧損 (66,311) (14,511,099)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收益（人民幣分） 10 (0.15) (32.96)

持續經營業務 (0.15) 0.01
終止經營業務 – (32.97)

合併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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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虧損 (66,311) (14,511,099)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及經重新分類調整）：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境外業務的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163,700 (96,811)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97,389 (14,607,910)
  

以下各方應佔部分：
 本公司權益股東 97,389 (14,590,191)
 非控股權益 – (17,719)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97,389 (14,607,910)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來自：
 持續經營業務 97,389 101,143
 終止經營業務 – (14,709,053)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97,389 (14,60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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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和設備 683,089 683,893
無形資產 11 5,872,008 6,034,550
商譽 12 386,380 386,380
其他資產 – 21,682

  

非流動資產總額 6,941,477 7,126,505
  

流動資產
存貨 42,302 46,538
應收賬款和其他資產 13 93,453 1,852,670
銀行結餘和庫存現金 1,769,759 1,464,956

  

流動資產總額 1,905,514 3,364,164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和其他應付款 14 277,349 1,969,737
稅項 42,125 50,262

  

流動負債總額 319,474 2,019,999
  

流動資產淨額 1,586,040 1,344,16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8,527,517 8,47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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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464,942 1,505,484

  

非流動負債總額 1,464,942 1,505,484
  

資產淨值 7,062,575 6,965,186
  

資本和儲備
股本 366,604 366,604
儲備 6,695,971 6,598,582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7,062,575 6,965,186
  

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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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獨立審閱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雖未經審核，但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
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 — 「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
的審閱」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董事會的獨立審閱報告載列於將向股東發送
的中期報告內。

2. 編制基準

(i) 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適用的披
露條文編制，包括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國際
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 「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

中期財務報告中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
並不構成本公司在該財政年度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
的年度財務報表，但這些財務資料均取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取。核數師已在其二零一七年
三月二十八日的報告中對這些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

(ii) 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是指本集團業務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部分的經營和現金流量能與本
集團其他部分明確地分開。終止經營業務代表一項獨立的主要業務或一個主要經營
地區，或是一項單一協調的擬對一項獨立的主要業務或一個主要經營地區進行處置
的計劃的一部分，或只是為了再出售而收購的附屬公司。

進行處置或經營符合劃歸為持有待售的條件（如為較早的時間）時，便會劃歸為終止
經營業務。放棄經營也會劃歸為終止經營業務。

如果某項經營已劃歸為終止經營業務，便會在損益表上以單一金額列示，包括以下
金額：

— 終止經營業務的稅後損益；及

— 按公允價值減去出售成本後所得數額進行計量所確認的稅後收益或損失，或者
對構成終止經營業務的資產或出售組合進行處置所確認的稅後收益或損失。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預期在會計政策附註2(ii)所述及將反映於二零一七年年度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變更外，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的會計政策編制。會計政
策變更的詳情載列於附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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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計政策的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了數項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這些修訂在本集團和本
公司的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以上修訂沒有對本集團在本中期財務報告期間或以往期間編制或呈報的業績和財務狀
況產生重大的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5.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透過業務綫管理業務，業務綫可分為購物商場開發、租賃和管理以及農產品批發
市場營運，因為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七月購入農產品批發市場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出售購物商場開發、租賃和管理業務，持續經營業務的溢利或
虧損、資產和負債均來自農產品批發市場營運分部這個單一分部業務。

本集團的所有業務均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境內，因此無須呈報地區分部報告。

6. 持續經營業務的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租賃 118,744 115,232

佣金收入 386,094 407,950
  

504,838 523,182
  

本集團的客戶基礎多元化，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任何單一客
戶與本集團的交易佔本集團收入10%以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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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持續經營業務的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a) 融資收入╱（費用）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收入
 —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2,198 404

  

2,198 404
  

融資費用
 — 附息借款的利息 – (13,409)
 — 外匯收益淨額 209 2,149
 — 銀行手續費及其他 (329) (457)

  

(120) (11,717)
  

2,078 (963)
  

(b) 其他項目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23,413 21,221
攤銷 11 162,166 162,166
廣告費用 14,220 1,157
修理和維護 9,667 9,079
公用事業費用 19,342 15,675
經營租賃費用 68,261 68,063
核數師酬金 1,900 1,709

8. 持續經營業務的所得稅

合併損益表所示的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準備 89,755 101,823
 以往年度準備不足 490 252

  

90,245 102,075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的撥回和產生 (40,542) (40,542)

  

49,703 6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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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於中國境
內的附屬公司適用的法定所得稅稅率為25% 。

(ii) 根據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法規，本集團無須計繳開曼
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iii)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本期間賺取任何須計繳香港利得稅的收入，故沒有預提香港利得
稅準備。

9. 股息

本公司並無宣派任何屬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收益

每股基本虧損是按照本公司普通股權益股東的應佔虧損人民幣66,311,000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人民幣14,493,380,000元）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43,966,100,000股（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43,966,100,000股）計算。

在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基礎與
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在計算每股基本和攤薄虧損時採用的本公司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虧損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66,311) 2,251

終止經營業務 – (14,495,631)
  

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虧損 (66,311) (14,493,380)
  

11. 無形資產

本集團（作為承租方）於二零一五年七月與農產品批發市場所有者（作為出租方）訂立了為
期20年的租賃協議，據此，擬付的租金低於市場租金的公允價值。於收購日（二零一五年
七月二十七日），本集團按公允價值將優惠的定期租賃協議確認為無形資產，金額為人
民幣6,486,667,000元。該金額已按直線法在租賃協議的合約期內攤銷。截至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攤銷金額為人民幣162,166,000元，已列入合併損益表內的其他經營
費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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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商譽

與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完成收購的農產品批發市場業務有關的商譽為人民幣
386,380,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出現任何減值跡象。

13. 應收賬款和其他資產

附註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i) 5,350 –

收購按金 (ii) – 400,000

應收關聯方款項 28,832 1,400,060

其他 59,271 52,610  

93,453 1,852,670

減：呆帳準備 (i) – –  

93,453 1,852,670  

代表：
 — 非流動 – –

 — 流動 93,453 1,852,670  

93,453 1,852,670  

(i) 應收賬款減值

應收賬款的減值虧損會採用準備賬來記錄，除非本集團認為收回的可能性極低，則
會直接沖銷應收賬款。

呆帳準備的變動如下：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月1日 – 157,537

出售終止經營業務 – (157,537)

已確認減值損失 – –  

於6月30日╱12月31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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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收購按金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餘額是指就本集團在中國境內收購新項目作抵押
的按金，由於該項收購沒有落實，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
獲退還有關按金。

14.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附註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收款項 85,179 141,639

應付建築工程款項 58,022 83,543

其他應付稅項 4,465 6,854

按金 89,674 133,253

應付關聯方 4,063 1,560,243

應付薪金及福利費用 9,851 17,801

應付專業服務費用 19,083 12,061

其他 7,012 14,343  

277,349 1,969,737  

15. 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六年度，本公司訂立了一份銷售協議，處置其購物商場分部（「出售事項」），其中
包括23個已落成的購物商場，11個在建購物商場和10個正在規劃並已取得建築許可的購
物商場（統稱「出售組合」）。銷售協議項下擬進行的出售事項已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於二零
一六年五月十八日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通過。因此，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完成
出售事項的法律障礙均已消除，雙方已符合銷售協議的大部分條件。因此，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確認出售虧損準備。出售事項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完成
交易，本公司控股股東以人民幣65億元的對價收購出售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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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在本報告所述期間，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在中國六個城市經營七個農產品批發
市場。

齊齊哈爾哈達市場

哈爾濱哈達市場哈爾濱友誼市場
牡丹江物流園

瀋陽壽光地利市場

壽光物流園

貴陽物流園

我們的產地批發市場：1

我們的分銷批發市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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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在在中國6個城市中經營的7個農產品批發市場概要如下：

農產品批發市場 地點 建築面積

收入
截至 2017年

6月30日
止 6個月

（平方米）人民幣百萬元

中國壽光農產品物流園 山東省壽光市 537,003 79.1
哈爾濱哈達農產品市場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185,035 161.0
瀋陽壽光地利農副產品市場 遼寧省瀋陽市 235,123

（附註 2）
124.3

齊齊哈爾哈達農產品市場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 49,106
（附註 3）

45.0

哈爾濱友誼農產品市場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17,952
（附註 4）

10.9

牡丹江國際農產品物流園 黑龍江省牡丹江市 116,758 23.5
貴陽農產品物流園 貴州省貴陽市 173,620 61.0

  

合計 1,314,597 504.8
  

附註：

1. 相關市場的土地及房產並不由本集團所擁有。除了下述註釋內標明，所有上述土地及房
產均根據由收購之賣方及集團簽署的租賃框架協議（「《租賃框架協議》」）項下，由相關土
地及房產擁有人（本集團控股股東所控制的實體）租賃予集團作為經營該等市場之用。根
據《租賃框架協議》，由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起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上
述所有土地及房產之每年租金為人民幣100百萬元，不包括營運開支、物業稅及其他支銷
在內。

2. 在總建築面積約235,123平方米，其中約149,931平方米是租自集團控股股東的關聯方，約
85,192平方米則租自獨立第三方。

3. 在總建築面積約49,106平方米，其中約40,175平方米是租自集團控股股東的關聯方，約8,931

平方米則租自獨立第三方。

4. 在總建築面積約17,952平方米中，其中約15,552平方米是租自集團控股股東的關聯方，約2,400

平方米則租自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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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本集團完成出售全部23個已落成購物商場、11個在
建購物商場及10個規劃中購物商場。故此，全部有關購物商場業務的經營運
作界定為終止經營業務，而有關農產品業務的經營運作則界定為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我們的收入主要來自佣金收入，其主要按交易金額或產品重量向交易商收取
佣金。我們亦透過出租我們市場上的倉庫、冰庫及其他設施協助交易商存儲
及包裝產品，及透過向交易商出租我們在現場的住房及汽車旅館賺取租金收入。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收入約人民幣504.8百
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23.2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下跌約3.5%。租金收入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15.2百萬元增加3.0%至本期間
的人民幣118.7百萬元。然而，佣金收入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408.0百萬元下跌5.4%
至本期間的人民幣386.1百萬元。

佣金收入減少主要由於蔬菜價格波動及市場競爭加大所致，而租金收入相對
穩定。

截至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7年 2016年 變動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佣金收入 386.1 408.0 (21.9) (5.4)
租金收入 118.7 115.2 3.5 3.0

   

總計 504.8 523.2 (18.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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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農產品批發市場分析：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變動 變動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中國壽光農產品物流園 i 79.1 96.7 (17.6) (18.2)
哈爾濱哈達農產品市場 161.0 166.7 (5.7) (3.4)
瀋陽壽光地利
 農副產品市場 ii 124.3 112.3 12.0 10.7
齊齊哈爾哈達
 農產品市場 iii 45.0 40.6 4.4 10.8
哈爾濱友誼農產品市場 10.9 10.9 (–) (–)
牡丹江國際農產品
 物流園 23.5 22.5 1.0 4.4
貴陽農產品物流園 iv 61.0 73.5 (12.5) (17.0)

   

合計 504.8 523.2 (18.4) (3.5)
   

附註：

i. 二零一六年初期蔬菜價格相對較高，農戶投放較多資源用於蔬菜種植。二零一七年上半
年蔬菜供應過剩，導致蔬菜價格下降，我們相應的佣金收入亦減少。

ii. 收入上升乃由於銷售更多高端產品，令銷售組合得到改善所致。

iii. 收入上升乃由於期內佣金率上調所致。

iv. 收入下降乃由於期內貴陽市市場競爭激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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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由於佣金收入及租金收入均不涉及任何銷售成本，因此農產品業務的毛利率
為100%。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市場服務費收入人民幣58.3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3.4百萬元）。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主要包括員工成本、折舊及差旅費。該增加主要由於為開拓新業務
機遇令管理層差旅費增加所致。

其他經營費用

其他經營費用主要包括收購農產品業務而產生的無形資產攤銷人民幣162.2百
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62.2百萬元），以及根據
收購農產品業務期間訂立的租賃框架協議，就方便農產品業務的持續經營而
租賃有關物業（包括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費用人民幣49.9百萬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9.8百萬元）。

融資收入

融資收入主要來自農產品業務營運的銀行利息收入。該增長主要由於本期間
現金流改善及銀行結餘增加。

融資費用

融資費用主要來自銀行利息及費用。該下降主要由於貸款已於二零一六年悉
數償清。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並擁有強勁的財務資源以支持其營運資金及未來業
務擴展所需。

外幣匯率風險

由於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為其他外幣，所有涉及人民幣的外匯交易必須通過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或其他獲授權買賣外匯之機構進行。外匯交易所採用
的匯率為央行所公佈的匯率，該匯率可能受非特定貨幣籃子的有限制浮動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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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所限。外幣付款（包括中國境外收益的匯款）均受外幣的可用性（取決於本集
團以外幣計值的收益）所限，並必須附有政府批文並通過央行進行。

本集團所有人民幣現金及銀行結餘均存放於香港及中國境內的銀行。人民幣
不可自由兌換，把收益匯到海外須受到中國政府所制定的匯兌限制所規管。
本集團所有賺取收入的業務均以人民幣交易。本集團亦於香港存有以美元或
港元計值的若干銀行結餘。本集團以中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人民幣）及海
外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港幣）以外的貨幣為單位進行的融資交易，均須承擔
外幣風險。不論人民幣及港幣對外幣出現減值或升值，都會影響本集團的業績。
本集團目前並無對外匯風險作出對沖，但本集團或將於日後採取對沖措施。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持續經營業務已訂約但未撥備的未來資
本開支約為人民幣15.0百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7百
萬元），而本集團就持續經營業務已授權但未訂約的未來資本開支約為零元（於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0百萬元）。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2,153名員工（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3,724名）。本集團員工的薪酬按工作性質、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而定，另設獎勵。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薪酬總額約人民幣116.4百萬元，而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185.7百萬元。我們已設立培訓計劃，
旨在支援及鼓勵我們的管理團隊繼續改善其管理技巧及促進個人事業發展，
包括安排座談會。我們定期就多個主題提供入職及在職培訓，例如內部規管、
電腦及管理技巧、銷售技巧及事業發展。香港的員工均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而中國員工亦參與類似計劃。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任何屬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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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載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的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情況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E.1.2，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由於其他業務承擔，本公司主席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在主席缺席的情況下，
本公司執行董事王宏放先生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之替任主席。為確保主席
能出席將來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將儘早確認股東週年大會的日期並
通知各董事。

除以上披露外，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偏離企業管
治守則內的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遵守的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
所有本公司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
標準守則所列明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及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的主要職責是審核及監管本集團的財務申報過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察系統。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致謝

最後，本人謹此衷心感謝各位董事會成員出色高效的決策、股東及業務夥伴
的鼎力支持和信任，以及管理層和全體員工卓越的團隊精神和辛勤耕耘。本
人亦代表董事會，衷心感謝各地政府過往的支持，使我們的業務得以順利進行。

承董事會命
人和商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戴永革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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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戴永革先生、王宏放先生及戴彬先生為
執行董事；秀麗 • 好肯女士、蔣 梅女士、張興梅女士、張大濱先生及王春 蓉 
女士為非執行董事；范仁達先生、王勝利先生、王一夫先生、梁松基先生及 
鄧漢文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