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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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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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ZHONGDI DAIRY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中國中地乳業控股有限公司
（根據開曼群島法律注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92）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於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前的業績

於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調

整後的業績

於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調

整前的業績

於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調整

後的業績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04,272 504,272 229,849 229,849

毛利率 35% 3% 38% 3%

歸屬於本公司普通股權益股東

 的期間溢利 131,939 65,943 42,446 42,514

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

 （人民幣分） 3.0 2.4

• 收入比二零一五年同期增長 119%。

• 於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前及調整後的期間溢利比二零一五年同期分別增長 211%及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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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地乳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

其子公司（「本集團」或「中地」）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的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前的

業績

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 總計

於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前

的業績

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 總計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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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4 504,272 — 504,272 229,849 — 229,849

銷售成本 5 (325,636) (164,093) (489,729) (142,108) (81,149) (223,257)
      

毛利 178,636 (164,093) 14,543 87,741 (81,149) 6,592

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銷售成本

 變動產生的收益／（虧損） — (57,448) (57,448) — 5,008 5,008

於收穫時按公允價值減銷售成本

 初始確認農產品產生的收益 — 155,545 155,545 — 76,209 76,209

其他收入 4 21,282 — 21,282 9,284 — 9,284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3,301 — 3,301 (1,509) (1,509)

分銷成本 (11,760) — (11,760) (9,133) — (9,133)

行政開支 (37,678) — (37,678) (21,327) — (21,327)

其他開支 (56) — (56) (8,369) — (8,369)

融資成本 (21,786) — (21,786) (14,241) — (1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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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前的

業績

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 總計

於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前

的業績

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 總計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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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利 5 131,939 (65,996) 65,943 42,446 68 42,514

所得稅開支 6 — — — — — —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131,939 (65,996) 65,943 42,446 68 42,51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

 收入總額 131,939 (65,996) 65,943 42,446 68 42,514
      

本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

 佔每股盈利： 8

 －基本（人民幣分） 3.0 2.4
  

 －攤薄（人民幣分） 3.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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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以下日期

附註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42,288 1,130,067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48,932 44,723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92,611 76,799

生物資產 9 1,286,340 1,185,540
  

2,570,171 2,437,129
  

流動資產

存貨 269,028 324,48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34,390 65,702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25,323 3,579

生物資產 9 1,060 45,586

已抵押銀行存款 21 38,289

銀行結餘及現金 363,274 296,380
  

793,096 774,01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08,792 363,278

銀行借款 12 835,256 612,397
  

1,144,048 975,675
  

流動負債淨額 (350,952) (201,65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19,219 2,23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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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下日期

附註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2 214,054 297,304

遞延收益 28,097 27,041
  

242,151 324,345
  

淨資產 1,977,068 1,911,12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5 135

股份溢價及儲備 1,976,933 1,910,99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77,068 1,911,125
  



– 6 –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呈列基準

本公司是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日在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的註冊地址為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而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從事奶牛牧場經營以生產原料奶以及進口及銷售牛。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的變動

持續經營基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額為人民幣 350,952,000元。鑒於流動負債淨額

狀況，董事會於評估本集團是否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以維持持續經營時已審慎考慮本集團未來的

流動資金狀況、業績表現、其可動用的財務資源。

考慮到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動用銀行授信額度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

月期間的現金流量預測，董事認為，於可見將來，本集團將能全面履行其到期的財務責任。為

減輕本集團可能面對的任何流動資金問題，本集團可能按可動用充裕資金的情況縮減或延遲其

擴充計劃。因此，董事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倘本集團無法按持續經營基準繼續經營業務，則須作出調整，將資產價值重列為其可收回金

額，為可能產生的任何其他負債計提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中期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並無載列因本集團無法按持續經營基準繼續經營業務所引致的任何調整。

編製基準

報告期內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

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

務報告編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載列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的全部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集團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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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所採納的新準則及修訂

編製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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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惟採納下列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生效的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則除外：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4號監管遞延賬戶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修訂本合營安排：收購權益的會計處理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6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8號修訂本：闡明可接受的折舊及攤銷方式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6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41號修訂本：農業：生產性植物

• 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獨立財務報表中的權益法

•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年度改進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披露計劃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投資

實體：應用綜合入賬的例外情況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且

該等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中採用的會計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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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本集團行政總裁張建設先生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目的被認定為本集團的

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就本集團的奶牛牧場經營業務而言，主要經營決策者按

逐個公司基準審閱經營業績及財務資料，而每間公司均被確定為一個經營分部。由於從事奶牛

牧場經營業務的集團公司採用類似業務模式營運，具有類似目標客戶群體，且處於同等監管環

境，該等公司合併為一個可呈報分部。本集團的進口貿易業務由北京中地種畜有限公司（「北京

中地」）經營，且該公司亦負責總部管理職能至二零一六年三月為止，此後總部管理職能由中地

乳業集團有限公司承擔。除北京中地為管理總部目的而產生的成本及開支外，進口貿易業務的

經營業績及財務資料由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

本集團為分部報告目的設立的可呈報分部如下：

‧ 進口貿易業務：進口及銷售牛及飼料以及提供進口代理服務；及

‧ 奶牛牧場經營業務：飼養及繁育奶牛、生產原料奶及銷售自繁育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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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進口貿易業務
奶牛牧場
經營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193,449 409,768 603,217

減：分部間收入 (98,945) — (98,945)
   

外部收入 94,504 409,768 504,272

分部溢利 24,411 78,371 102,782

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 13,580

撇銷分部間業績 (16,838)

融資成本 (21,786)

未分配經營開支 (11,795)
 

除稅前溢利 65,94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711,377 2,965,160 3,676,537

撇銷分部間應收款項 (374,052) (215,669) (589,721)
   

337,325 2,749,491 3,086,816

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 204,016

其他未分配資產 72,435
 

總資產 3,363,267
 

分部負債 267,145 655,155 922,300

撇銷分部間應付款項 (215,669) (374,052) (589,721)
   

51,476 281,103 332,579

借款 1,049,310

其他未分配負債 4,310
 

總負債 1,38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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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貿易業務

奶牛牧場

經營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審核）

分部收入 239,864 180,566 420,430

減：分部間收入 (190,581) — (190,581)
   

外部收入 49,283 180,566 229,849

分部溢利 3,025 50,147 53,172

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 24,072

撇銷分部間業績 (9,159)

融資成本 (14,241)

未分配經營開支 (11,330)
 

除稅前溢利 42,51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分部資產 690,217 2,790,211 3,480,428

撇銷分部間應收款項 (223,395) (241,714) (465,109)
   

466,822 2,548,497 3,015,319

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 195,826
 

總資產 3,211,145

 

分部負債 311,559 542,646 854,205

撇銷分部間應付款項 (241,714) (223,395) (465,109)
   

69,845 319,251 389,096

借款 909,701

其他未分配負債 1,223
 

總負債 1,3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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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呈報的分部收入指來自外部及分部間客戶的收入。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得除稅前溢利（不包括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持有的生物資產及農產品的公允

價值調整、融資成本及管理總部所產生的成本和開支），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的內部生成

財務資料。此乃出於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目的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的措施。分部間銷售

按訂約方之間協定的價格計算。

出於監控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的目的，所有資產被分配予經營分部且計量時並無計及

本集團於各報告期末持有的生物資產及農產品的公允價值調整以及若干企業及總部資產；所有

負債被分配予經營分部（借款以及若干企業及總部負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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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收入指已扣除退貨撥備及貿易折扣後的已售貨品及已提供服務發票淨值。

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來自以下各項的銷售收入

  －原料奶 409,768 180,566

  －持作出售的牛 84,460 40,793

  －苜蓿 5,659 8,178

  提供以下服務的收入

  －進口代理服務 4,385 312
  

504,272 229,849

  

其他收入

 有關下列各項的政府補助

  －收入 6,418 2,000

  －生物資產 12,000 5,483

  －其他資產 974 539
  

19,392 8,022

 銀行利息收入 420 387

 其他 1,470 875
  

21,282 9,284

  

其他收益及虧損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62) (1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743 (941)

 －其他 (380) (558)
  

3,301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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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成本
 原料奶生產的餵飼及其他相關成本 245,686 98,401

 收獲時按公允價值減銷售成本初次確認農產品所得的收益 155,545 76,209
  

 原料奶的銷售成本 401,231 174,610

 持作出售的牛的採購、餵飼及其他相關成本 75,912 35,853

 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銷售成本變動產生的收益 8,548 4,940
  

 持作出售的牛的銷售成本 84,460 40,793

 苜蓿貿易相關成本 4,038 7,854
  

489,729 223,25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46,965 26,96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982 1,931
  

 僱員福利總額 49,947 28,899

 減：生物資產的資本化 (16,190) (9,174)
  

 於損益內直接扣除的僱員福利 33,757 19,725

  
折舊及確認租賃開支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072 18,801

 減：生物資產的資本化 (14,567) (9,844)
  

 於損益內直接扣除的折舊 16,505 8,957

  
 確認租賃付款 20,325 15,699

 減：資本化 (18,223) (13,501)
  

 於損益內直接扣除 2,102 2,198

  
 辦公室租金開支 1,639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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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本報告期間的所得稅開支與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所示除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65,943 42,514
  

按適用所得稅稅率 25%計算的稅項 16,486 10,629

於釐定應課稅溢利時不可扣稅開支的影響 77 2,105

向農業業務授予稅項豁免的影響 (16,563) (12,734)
  

所得稅開支 — —

  

根據中國現行的稅務規定及法規，從事農業業務的本公司附屬公司獲豁免就來自在中國經營農

業業務的應課稅溢利繳納企業所得稅。

7.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無）。

8. 本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的盈利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5,943 42,514

減：可轉換優先股應佔未分配盈利 — 16,077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的盈利 65,943 26,437

加：可轉換優先股應佔的未分配盈利 — 16,077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的盈利 65,943 4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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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續）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股 千股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172,536 1,107,800

對可轉換優先股的攤薄影響 — 673,680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172,536 1,78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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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物資產

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的生物資產為用作生產原料奶的奶牛（即成母牛、育成牛及犢牛）及持作

出售的牛。用作生產原料奶的奶牛被分類為生產性生物資產，而持作出售的牛被分類為消耗性

生物資產。

(A) 生物資產的數量

本集團的奶牛包括持作出售的牛、成母牛、育成牛及犢牛。育成牛及犢牛為尚未誕下首頭

犢牛的奶牛。本集團擁有的牛的數量如下所示：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頭 頭

持作出售的牛 65 2,812

成母牛 26,406 19,560

育成牛及犢牛 26,056 25,111
  

52,527 47,483

  

持作出售的牛包括檢疫隔離場中進口及持有的育成牛及本集團自繁育向外部客戶出售的育

成牛╱犢牛。持作出售的牛分類為流動資產。

成母牛、育成牛及犢牛為本集團用於生產原料奶的奶牛，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一般而言，育成牛在約 14個月大時受精。約 285天的孕育期後，犢牛出生，而奶牛開始生

產原料奶並開始泌乳期。成母牛一般產奶約 305天至 340天，之後進入約 60天的乾奶期。

育成牛開始產原料奶時，將按轉撥日期的估計公允價值減銷售成本轉撥至成母牛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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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物資產（續）

(B) 生物資產的價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生物資產的金額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作出售的牛 1,060 45,586

成母牛 822,950 682,840

育成牛及犢牛 463,390 502,700
  

牛的總值 1,287,400 1,231,126

  

即期部分 1,060 45,586

非即期部分 1,286,340 1,185,540
  

1,287,400 1,231,126

  

本集團奶牛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公允價值估計所使用的估值技術與本集團於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財報表附註 22中所採納的估值技術相同。本集團透過使用重

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釐定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故其屬於公允價值等級第三級。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向銀行抵押其賬面值約為人民幣 173,500,000元（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75,855,000元）的奶牛，以擔保本集團的若干銀行借款

（附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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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就銷售原料奶允許其客戶 30天信用期。本集團一般要求就銷售牛及苜蓿支付預付款
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與確認收益的日期相若）呈列的本集團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0至 30天 79,581 44,962

 －31至 90天 88 2,111
  

79,669 47,073
  

其他應收款項：
 －向供應商墊款 50,692 14,463

 －應收北京城股建設工程有限公司（「城股建設」）款項 59 59

 －應收北京中地美加種豬有限公司（「中地美加」）款項 * — 838

 －其他 3,970 3,269
  

134,390 65,702

  

*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應收中地美加款項包括向中地美加銷售飼料的結餘人民幣
838,000元，有關款項的賬齡在 360天以內。該款項已於報告期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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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授予本集團結算貿易採購的信用期為 90天內。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付賬款的

賬齡分析：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0至 90天 96,692 170,256

 －91至 180天 36,692 26,340

 －超過 181天 26,696 4,217
  

160,080 200,813
  

應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款項 54,519 85,975

客戶墊款 28,414 57,925

代理客戶墊款 8,541 4,139

應計員工成本 8,279 5,749

應付利息 2,144 1,513

按金 10,291 3,836

其他 36,524 3,328
  

308,792 36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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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借款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無抵押銀行借款 786,756 773,897

有擔保及無抵押銀行借款 (i.a) 554 804

有抵押銀行借款 (i.b) 212,000 45,000

有擔保及有抵押銀行借款 (i.c) 50,000 90,000
  

1,049,310 909,701

  
應償還賬面值：
 一年內 835,256 612,397

 一至兩年 164,054 140,304

 兩至五年 50,000 157,000
  

1,049,310 909,701

減：流動負債項下所示的一年內到期款項 (835,256) (612,397)
  

一年後到期款項 214,054 297,304

  
銀行借款包括：
 定息銀行借款 483,756 383,897

 浮息銀行借款 565,554 525,804
  

1,049,310 909,701

  

註：

(i) (a)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人民幣 554,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804,000元）由獨立第三方北京市農業融資擔保有限公司擔保；

 (b)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人民幣 212,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 45,000,000元）由定期存款人民幣 153,181,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零）、租賃預付款項人民幣 1,313,5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 7,861,000元）及價值人民幣 73,500,000元的若干奶牛（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 275,855,000元）作抵押；

 (c)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人民幣 50,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 90,000,000元）由關聯方中地種業（集團）有限公司（「中地種業」）及張建
設先生擔保，並由本集團價值人民幣 100,000,000元的若干奶牛（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 100,000,000元）作抵押。期後，本集團正與貸款方協商歸還該筆銀
行借款以解除中地種業和張建設先生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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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借款（續）

(ii) 銀行借款於報告期間末的實際利率（等於合約利率）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 %

實際利率（每年）

 定息銀行借款 1.24 - 6.96 2.70 - 6.96

 浮息銀行借款 4.79 - 6.65 4.79 - 7.48

本集團浮息銀行借款的利率乃基於中國人民銀行頒佈的基準利率。

(iii)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獲得新借款人民幣 465,756,000元，償還借款人民幣 326,147,000元。

(iv) 本集團銀行借款以下列貨幣計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美元 72,356 53,897

人民幣 976,954 855,804
  

1,049,310 90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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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國際奶價低位運行、進口奶粉關稅調低等因素對我國奶業造成

了很大的衝擊，同時受國內整體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中國乳業企業面臨銷售困

難、乳企庫存高企、奶價持續低迷的困境。擁有明顯價格優勢的低價進口奶粉不斷

衝擊著國內乳製品市場，使得國內原料奶市場下行壓力始終未有緩解。

但是，嚴酷的現狀沒有呈現繼續惡化的趨勢，在這個炎熱的酷暑給乳製品行業帶來

一絲清涼，國際奶農聯盟 (IFCN)數據顯示，持續下降的全球原料奶價格在底部趨於

穩定，或將進入回升通道。雖然美國、歐盟由於持續增產，奶價仍在下降，但是降

幅明顯收窄。作為全球最大的乳製品出口國，新西蘭新產季原料奶價上漲 9%，至

折合原奶價格人民幣 1.63元╱公斤；而南美國家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奶價均已開

始回升。

目前，競爭激烈的國內乳品行業仍然面臨著世界範圍內的產能過剩問題，繼續行進

在資源和要素重新優化配置的行業洗牌路上，對於牧場經營企業來說，小規模的奶

牛養殖最終會面臨淘汰或者被收購的結局，而那些具備科學的佈局和標準化養殖的

現代化規模型牧場才具備持續的競爭力。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經營兩大業務：牧場經營和畜牧進口貿易。牧場經營業務包括優質原料

奶生產及銷售、奶牛的飼養、繁育及銷售等，進口貿易業務主要包括優質奶牛和種

畜的進口以及銷售和苜蓿乾草及其他畜牧業相關產品的進口貿易業務，其中原料奶

生產及銷售是我們的收入支柱。



– 23 –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中國乳品行業競爭依舊激烈，原料奶價格在低位徘徊，但受益

於優越的牧場地理位置及科學、高效的牧場管理，我們生產的原料奶質量優良，而

且平均售價較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原料奶平均售價約為每噸人民

幣 3,808元，高於全國平均奶價。基於與中國蒙牛乳業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蒙牛」）和內蒙古伊利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伊利」）達成的長

期購銷戰略合作關係，我們生產的優質原料奶主要銷售給蒙牛和伊利，並用於加工

製成高端液態奶，比如蒙牛的特侖蘇、伊利的金典。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奶牛養殖

業務產生的收入達人民幣 409.8百萬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 81.3%，為本集團的支柱

業務。我們相信，國內消費者對高質量和健康產品的旺盛需求，將有助於我們保持

在優質原料奶供應端的強勁競爭力。

我們的進口貿易業務主要涉及奶牛、苜蓿乾草及其他畜牧業相關產品的進口。二零

一六年上半年，我們來自進口貿易業務的收入為人民幣 94.5百萬元，佔本集團總收

入的 18.7%，收入較上一年度同期增長 91.8%。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八日，本集團被評為「第四屆中國畜牧行業先進企業」，同時本公

司副總經理宋乃社先生榮獲「第四屆中國畜牧行業先進工作者」榮譽稱號，該獎項由

來自全國畜牧系統的權威專家進行評審，以表彰中國畜牧行業跨越式發展、科技創

新等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企業及個人。本集團將會繼續以此為激勵，推動自身業務

及畜牧行業的發展。

牧場建設

針對中國國內各地乳業發展狀況和市場需求，我們戰略性佈局奶牛牧場基地，覆

蓋中國北方六大省份。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擁有及運營七個現代化奶

牛牧場，即北京順義牧場、內蒙古商都牧場（一期、二期已合併）、寧夏賀蘭牧場

（一期）、寧夏賀蘭牧場（二期）、遼寧寬甸牧場（一期）、河北文安牧場及山西天鎮牧

場。這七個牧場中，北京順義牧場、內蒙古商都牧場、寧夏賀蘭牧場（二期）、河北

文安牧場及山西天鎮牧場等五個牧場尚未完成全部的工程建設，仍有部分後續工程

在建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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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擬新建或者改建的牧場一共有 4個：天津牧場、遼寧寬甸牧場（二期）、內蒙

古商都牧場（三期）及甘肅張掖牧場。其中天津牧場將由天津進口檢疫隔離場改建而

成，其他三個牧場為擬新建牧場。上述牧場全部位於農業部二零零九年公佈的《全

國奶牛優勢區域佈局規劃（2008-2015年）》中指定的奶牛牧場經營區域。

下表載列有關我們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營運中的奶牛牧場及目前擴充計劃下

的奶牛牧場的經選定信息：

我們的奶牛牧場網

絡 位置

開始商業化

產奶時間 設計容量 規模 實際存欄

（實際或

預計）

（奶牛頭

數）

（畝） （奶牛頭

數）

營運中的奶牛牧場

內蒙古商都牧場 華北 二零零三年第三季及

二零一五年第三季註

7,867 879 6,346

遼寧寬甸牧場

 （一期）

東北 二零零三年

第四季

1,000 118 772

北京順義牧場 華北 二零一一年

第四季

4,200 336 4,593

寧夏賀蘭牧場（一

期）

西北 二零一三年

第四季

16,000 4,600 12,497

寧夏賀蘭牧場（二

期）

西北 二零一五年

第三季

9,607 1,066 5,017

山西天鎮牧場 華北 二零一五年

第三季

10,717 1,156 9,720

河北文安牧場 華北 二零一六年

第一季

10,924 1,305 10,345

   

小計 60,315 9,460 4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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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奶牛牧場網

絡 位置

開始商業化

產奶時間 設計容量 規模 實際存欄

（實際或

預計）

（奶牛頭

數）

（畝） （奶牛頭

數）

擴充計劃下的奶牛

牧場

天津牧場 華北 二零一七年

第二季

5,045 700 3,172

遼寧寬甸牧場（二

期）

東北 二零一八年

第一季

6,053 2,060 0

內蒙古商都牧場

（三期）

華北 二零一九年

第一季

20,000 2,289 0

甘肅張掖牧場 西北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 21,434 16,738 0
   

小計 52,532 21,787 3,172
   

總計 112,847 31,247 52,462
   

註： 內蒙古商都牧場（一期）與內蒙古商都牧場（二期）已合併。內蒙古商都牧場（一期）、內蒙古商都

牧場（二期）開始商業化產奶時間分別為二零零三年第三季及二零一五年第三季。

產奶量

我們經營七個位於華北、東北及西北優越位置的奶牛牧場，所飼養的奶牛均屬荷斯

坦品種。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這七個奶牛牧場存欄 49,290頭奶牛，此外，計

劃由天津進口檢疫隔離場改建而成的天津牧場存欄 3,172頭奶牛，以上各牧場共計

存欄 52,462頭奶牛，不包括牧場中的公犢牛以及存放於隔離場中的已持有待售奶

牛。每頭成母牛的平均年產奶量為 10.1噸，與去年同期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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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奶品質

得益於優越的牧場佈局、科學的現代化養殖，我們生產銷售的原料奶品質穩定、理

化指標優良，高於歐美及日本標準，使得我們的原料奶銷售能夠維持較高的價格。

我們的原料奶用於加工成高端液態奶，如超高溫滅菌奶、鮮奶及酸奶。

飼草及飼料種植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已使用租賃或承包的共約 67,050畝土地，在奶牛

牧場周邊或附近建造了六個農作物種植場，以確保奶牛飼料的質量及有效控制成本

並穩定供應。我們的農作物種植場主要用於提供玉米及苜蓿等飼料。農作物種植場

能節省運輸飼料的開支，確保飼料質量，獲得穩定的飼料供應，提升成本效益；同

時牛糞作為有機肥料用於農作物種植，不僅降低了處理成本，還能增加農作物的產

量，避免了化學肥料的過度使用對環境的破壞，形成良性循環。

展望

我們將持續提升奶牛繁育、飼喂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技術和水平，通過現代化的規模

型牧場的科學運營，生產優質及安全的原料奶，保持並擴大我們在高端優質原料奶

供應端的競爭優勢；同時，我們將進一步提高奶牛牧場的運營效率，實行對標管

理、調整優化牛群結構、提高單產、穩定產能，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具體措施如

下：

繼續推進奶牛牧場的擴建

我們的河北文安牧場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商業化生產。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我們已經進行商業化生產的牧場包括內蒙古商都牧場（一期、二期已合

併）、遼寧寬甸牧場（一期）、北京順義牧場、寧夏賀蘭牧場（一期）、寧夏賀蘭牧場

（二期）、山西天鎮牧場和河北文安牧場等七個牧場，存欄共 49,290頭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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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計劃新建及改建的牧場包括：

天津牧場設計規模 5,045頭，為天津進口檢疫隔離場的改建項目，二零一六年六月

份已開始購進基礎母牛，預計二零一七年第二季開始商業化生產；遼寧寬甸牧場

（二期）建設規模 6,053頭，計劃於二零一六年年底開工建設，二零一七年年底竣

工，二零一七年五月引進奶牛，二零一八年第一季開始商業化生產；內蒙古商都牧

場（三期）設計規模 20,000頭，計劃於二零一七年五月開工建設，預計二零一九年六

月竣工，二零一八年二月引進奶牛，二零一九年第一季開始商業化生產；甘肅張掖

牧場設計規模 21,434頭，計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開工，預計二零一八年年底竣工，

二零一八年二月引進奶牛，二零一九年第一季開始商業化生產。

如果上述擴充計劃能順利完成，我們的奶牛牧場總面積預期將達約 31,247畝，與我

們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七個營運中的奶牛牧場的目前規模 9,460畝相比，總

面積將增長 230%；我們將擁有及經營的奶牛牧場，總設計容量將達到能飼養 11萬

多頭奶牛。我們將通過在奶牛養殖優勢區域的科學佈局，進一步提高規模化運營的

優勢、提高市場份額，增強我們持續的市場競爭力。

進一步提高奶牛牧場運營效率

我們將以「降成本、增效益」為運營核心，推廣節本增效生產技術，採取規範化、標

準化、科學化、精細化、系統化的管理，對奶牛的喂飼、繁育、飼料採購及存儲等

環節進行管理，通過科學、營養、均衡、精準的飼喂提高奶牛單產、穩定產能，並

改善、提高奶牛的遺傳基因特性及調整優化牛群結構的群體改良效果，最終達到降

低採購及運營成本、提高盈利水平的目的。

積極拓展乳製品加工和銷售業務

憑藉我們奶牛牧場生產優質原料奶的優勢，綜合考慮中國乳製品市場供需狀況、本

集團奶牛牧場經營業務發展階段及所需資金規模等實際情況，我們將擇機拓展產業

鏈下游的乳製品加工和銷售業務。我們奶牛牧場經營業務所生產的優質原料奶目前

主要供應蒙牛和伊利，隨著牧場規模的擴大，我們計劃將部分未授予蒙牛和伊利的

優質原料奶加工成鮮奶和酸奶。相比其他品類的乳製品，我們判斷在未來的中國市

場，鮮奶和酸奶更具發展潛力。我們生產的原料奶品質，亦將更好的滿足生產鮮奶

和酸奶更高標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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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乳製品加工和銷售業務將採取何種模式，我們將考慮資金所需規模、商務談判

進展等因素，選擇採取自建方式或者併購方式，或者與合作方合資成立新公司運

營。向下游業務的拓展，我們將可充分釋放在原料奶供應上游的優勢，有效抵禦市

場波動帶來的不利影響，提高我們的整合能力，增強我們的競爭力。

繼續推進飼料種植的管理

我們將尋求在我們奶牛牧場附近租賃更多大面積農作物土地供種植飼料，作為奶牛

飼料的穩定及具成本效益來源；同時致力優化農作物種植場的營運效率，進一步提

升農作物種植場內農作物的產量和效益。我們將通過完善前述種養結合的運營方

式，降低牧場成本並增強效益。

中國奶業市場經歷了跌宕起伏的變化，各種影響因素在相互碰撞過程中，市場完成

了自身資源配置的調節使命。目前奶業需求依舊疲軟，但是我們相信，奶業市場不

會持續悲觀下跌。放眼整個國際市場，產能和原料奶價格都將迎來調整。儘管不會

出現明顯強勁的大幅上漲，但是原料奶價格底部已趨於穩定，或將進入回升通道。

而二胎政策的開放為國內龐大的乳製品需求市場注入了一股新鮮的活力，據估計將

帶來嬰幼兒奶粉市場 20%的增量，以目前 16百萬新生兒、近人民幣 70,000百萬元

奶粉市場規模來算，全面放開二胎帶來的市場增量至少人民幣 14,000百萬元。中國

的二胎政策將為原料奶及奶牛進口市場帶來積極提振作用，同時，中國居民對新鮮

優質國產牛奶的認可度將逐步提升，優質國產牛奶人均消費量會有很大的增加，因

此中國的乳製品行業在將來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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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況

收入

下表分別是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各業務分部收

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外部銷售 內部銷售 合計 外部銷售 內部銷售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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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場業務 409,768 — 409,768 180,566 — 180,566

進口貿易業務 94,504 98,945 193,449 49,283 190,581 239,864
      

合計 504,272 98,945 603,217 229,849 190,581 420,430

      

我們的收入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 504百萬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 230百萬元，同比增長 119%。該增長主要是由

於新建牧場原料奶銷量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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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場業務

我們牧場業務的收入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 410百萬元，截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 181百萬元，同比增長 126.9%。牧場業

務營業額的增長得益於我們牛群規模的擴大。

有關所示期間的原料奶銷售收入、銷售量及銷售單價詳見下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銷售收入 銷售量 銷售單價 銷售收入 銷售量 銷售單價

人民幣千元 噸 人民幣元╱噸 人民幣千元 噸 人民幣元╱噸

原料奶 409,768 107,615 3,808 180,566 41,057 4,398

      

二零一六年度，隨著內蒙古商都牧場（二期）、寧夏賀蘭牧場（二期）、山西天鎮牧場

及河北文安牧場相繼投產，原料奶銷量增加；同時受市場影響，原料奶價格有所下

降。

進口貿易業務

有關所示期間的進口自營業務及進口代理業務銷售收入詳見下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銷售收入 佔比 銷售收入 佔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進口自營 90,119 95.4% 48,971 99.4%

進口代理業務 4,385 4.6% 312 0.6%
    

合計 94,504 100.0% 49,28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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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進口貿易業務的營業額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 94.5百萬

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 49.3百萬元，同比增長 91.7%。

該增長主要是由於進口及銷售牛數量增長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以下是我們兩個業務分部所示公平價值調整前毛利及毛利率明細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牧場業務 164,081 40.0% 82,165 45.5%

進口貿易業務 14,555 15.4% 5,576 11.3%
  

合計 178,636 35.4% 87,741 38.2%
  

牧場業務中原料奶業務的毛利為人民幣 164.1百萬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99.7%，主要

是由於我們的牛群規模擴大，原料奶產量及銷量大幅增加所致。進口業務毛利為人

民幣 14.6百萬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161.0%，主要是進口牛業務量增加影響。

牧場業務毛利率為 40.0%，比去年同期的毛利率 45.5%下降 5.5%。主要是二零一六

年原料奶銷售單價下降影響。進口業務毛利率為 15.4%，較去年同期的 11.3%上

升，主要原因是業務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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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我們的牧場業務銷售業務銷售成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佔比 人民幣千元 佔比

飼料 194,771 79.3% 79,988 81.3%

人工成本 16,933 6.9% 6,054 6.2%

其他 33,982 13.8% 12,359 12.5%
    

合計 245,686 100.0% 98,401 100.0%
    

牧場業務銷售成本（公允價值調整前）中，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飼

料成本佔比達約 79.3%，隨著飼料成本的下降，本集團每噸原料奶銷售成本由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 2,397元下降 4.8%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

2,283元。

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的變動產生的收益╱虧損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生物資產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變動淨損

失為人民幣 57.5百萬元，去年同期的淨收益為人民幣 5.0百萬元，同比減少人民幣

62.5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定期系統的淘汰產奶量與飼喂成本相比經濟效益低的泌乳

牛，以及原料奶的平均售價隨行業波動而降低所致。

於收獲時按公允價值減銷售成本初始確認農產品產生的收益

我們於收獲時按公允價值減銷售成本初始確認農產品產生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人民幣 76.2百萬元增長約 104.1%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55.5百萬元，主要反映我們原料奶銷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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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包括政府補助、銀行利息收入及其他。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確認政府補助收入為人民幣 19.4百萬元，相比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政府補助收入人民幣 8.0百萬元，同比增長 141.8%。

經營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動率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銷成本 11,760 9,133 28.8%

行政開支 37,678 21,327 76.7%

其他開支 56 8,369 -99.3%
  

合計 49,494 38,829 27.5%
  

經營費用金額自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38.8百萬元增長

27.5%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49.5百萬元，其中行政開支

同比增長 76.7%，主要是由於新建牧場投產導致。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4.2百萬元增長 53.0%，

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21.8百萬元，主要是由於牧場規模

擴大使得銀行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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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營運資金主要來源於日常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入以及銀行借入款項以及

上市募集資金，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公司資產負債比率約為 41.2%（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5%）。該資產負債比率是通過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所得。

銀行結餘及現金餘額為人民幣 363.3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96.4百萬元）。

債項

本集團借款主要為人民幣及美元借款。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包括一年內到

期的長期借款在內的短期借款餘額為人民幣 835.3百萬元，短期借款利率最低為

1.2%、最高為 6.1%。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扣除一年內到期部分的長期借款餘

額為人民幣 214.1百萬元，長期借款利率最低為 5.2%、最高 6.7%。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無重大的或有負債（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除銀行結餘及現金結餘人民幣 207.1百萬元為美元資產

和人民幣 9百萬元為港幣資產，以及銀行借款有人民幣 72.4百萬元為美元借款外，

本集團其他資產和負債均以人民幣結算。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資產

除本公告內的披露，本集團於報告期內並無其他重大投資。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

其他有關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資產抵押

除本公告內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2及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已抵押銀行

存款科目記錄金額外，本集團概無資產抵押。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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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在中國及香港擁有約 1,150名正式在職員工（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667名）。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總額
約為人民幣 49.9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 28.9百萬元），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的董事袍金。

我們對本集團公司組織架構進行了重新設計及調整，提升了本集團人力資源管理管

理基礎，與本公司戰略發展更為匹配。

我們對現有薪酬政策進行了調整，旨在吸引、留任及激勵優秀人才，確保本公司的

工作團隊有能力實現本公司的業務目標，盡最大可能為股東創造價值。本公司將參

考行業標準及員工個人表現定期調整薪酬政策及員工福利。

同時，我們還積極的通過網路招聘、校園招聘、社會招聘等多元化管道進行中高層

人員及核心業務人員的引進，旨在提高本公司的管理水準和管理效率。

我們還將對本集團的各類員工進行有針對性的、差異化的培訓計劃，以提升其管理

水準和業務技能。

本集團的中國員工為中國政府設立的政府管理退休福利計劃的成員。本集團須按其

工資成本的規定百分比向該退休福利計劃作出供款以撥付福利。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

計劃」）作為本公司激勵、獎勵方式的一種，詳情請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

月二十日的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一節。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尚未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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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本公司力求達到良好的企業管治，以保障本公司股東（「股東」）權益及增強投資者

信心，建立良好的企業發展基礎。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下文所

述外，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規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

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張建

設先生為本公司的主席兼行政總裁。彼亦為本集團的創辦人。董事會相信，主席及

行政總裁由張先生兼任將使本公司在制訂業務策略及實施業務計劃時實現較高的回

應能力、效率及效益。此外，鑒於張先生豐富的行業經驗及在本集團的發展歷程中

發揮的重要作用，董事會相信張先生繼續兼任本公司的主席及行政總裁對本集團的

業務前景有利，且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充分

保持董事會運作的權力及授權平衡。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及受限人士（定義見本公司證券交易守則）買賣本公司證券制定本身

的證券交易操守守則（「本公司證券交易守則」），其條款並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十

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報告期間一直遵守本公

司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證券交易守則亦適用於本集團所有可能取得或管有本公司內幕消息（定義見

（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的僱員。本公司並無知悉本集團僱員有任何不

遵守本公司證券交易守則的事件。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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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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重大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後，本集團並無任何須敦請聯交所或股東垂注的重大事

項。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分別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Joseph Chow先生（主席）、李勝利教

授及非執行董事于天華女士）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與本公司

管理層檢討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彼等認為未經審核

中期財務報表已遵守所有適用會計準則、法律規定及上市規則的規定。

中期財務報表的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已經本公司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註冊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

業務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進行審閱》完成審閱，核

數師的獨立審閱報告將包含在本公司交付股東的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中。

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之刊載

本中期業績公佈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http://www.zhongdidairy.hk)及香港交易及結算

所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hkexnews.hk）。本公司之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將按照上

市規則的規定寄發予股東及刊載於上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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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設

主席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建設先生及張開展先生；非執行董事劉岱先生、杜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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