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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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美 (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
Summi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756）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變動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概約）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收入 19,635 58,798 (66.6%)
毛利 2,096 11,992 (82.5%)
毛利率 10.7% 20.40% (9.7個百分點 )
期內虧損 (32,731) (21,965) (49.0%)
EBITDA (6,664) (4,713) (41.4%)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人民幣分） (1.4) (1.6) 0.2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六月
三十日

%變動
（概約）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狀況表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235 3,770 91.9%
存貨 22,160 5,659 291.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50,138 22,138 126.5%
借款 296,207 259,458 14.2%
負債淨額 266,294 236,743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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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美（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報告期」）的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
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並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閱。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於本報告期內的營運情況受香港及馬來西亞的COVID-19疫情所干擾。本集團之總
銷售額由去年同期約人民幣58,798,000元減少至本報告期約人民幣19,635,000元，減少約
66.6%。銷售額之減少乃歸因於香港及馬來西亞爆發COVID-19疫情。另一方面，本集團
錄得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EBITDA)約人民幣6,664,000元，而去年同期的
EBITDA虧損約人民幣4,713,000元。本集團管理層預計將會投入更多資源以提升森美品牌，
並憑藉其於中國及香港以及東南亞地區的品牌知名度提升本集團未來的盈利能力。

本公司管理層竭力保持本公司的可持續發展。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成功
從獨立第三方（「買方」）獲得融資，買方同意購買一筆應付銀行的貸款，本金額約為人民幣
15,309,000元，而買方同意將其重組為五年期貸款。因此，本集團已解決所有貸款糾紛。該
協議已正式實施，且此舉大幅改善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82,866,000元，此與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263,134,000元相比大幅改善。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亦實現資產淨值狀況（未扣除非流動負債）約人民幣45,870,000元，與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的負債淨額狀況（未扣除非流動負債）約人民幣117,417,000元相比大幅改善。

除開拓本集團現有業務外，本集團一直致力於多元化其業務並物色新的場所以設立本公司產
品之新廠房。目前，本集團已於湖南郴州成立附屬公司及於沈陽遼中成立合營企業（「該等公
司」），並正與當地政府磋商。該等公司處於初步發展階段，而本公司管理層預期該等公司具
有於可預見未來成為本集團強勁利潤增長點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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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

森美產品

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一直在持續改善其銷售網絡及開發有關森美產品之新產品，以發揮
「森美」品牌優勢。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本集團推出新系列飲料產品並規劃於香港及中國進
行營銷活動。本集團銷售額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森美產品銷售收入由去年同期約人民
幣53,505,000元減少68.8%至約人民幣16,709,000元。

冷凍濃縮橙汁及相關產品

冷凍濃縮橙汁及相關產品的銷售額由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5,293,000元減少至本報告期的約人
民幣2,926,000元。於本報告期內，國際冷凍橙汁期貨價格維持穩定，冷凍濃縮橙汁的銷售價
格與去年相若。冷凍濃縮橙汁及相關產品的銷售額減少乃由於COVID-19疫情期間全球經濟
狀況低迷而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且來自海外供應商的價格競爭激烈。

毛利

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2,096,000元，與去年同期約人民幣11,992,000元相
比，減少約82.5%。本集團毛利率減少至約10.7%（二零二零年：約20.4%）。

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分銷成本主要包括市場費用及運輸費。分銷成本由去年同期約人民幣9,142,000元減
少至本報告期約人民幣4,618,000元，降幅約49.5%。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主要包括一般辦公室行政開支、薪金及攤銷等。行政開支由去年約人民幣
25,056,000元減少至本報告期內約人民幣19,76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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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之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12,586,000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4,270,000
元）。

淨虧損

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淨虧損約為人民幣32,731,000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21,965,000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零
年：無）。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資本負債及資本架構

流動資金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79,533,000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約人民幣31,567,000元）；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162,399,000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
幣294,701,000元）。

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已抵押銀行存款分別約為人
民幣7,235,000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3,770,000元），以及借款總額約為人民幣
296,207,000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259,458,000元）。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約為人民幣50,138,000元（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22,138,000元），存貨約為人民幣22,160,000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約人民幣5,659,000元）。

資本負債

董事會管理營運資金之方法為確保本集團具備足夠之流動資產應付即將到期之負債，使本集
團避免承擔無法接受之虧損或聲譽受損。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股份」）總數為2,282,082,652股股份。
按照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收市價每股港幣0.09元計算，本公司之市值為港幣
205,387,438.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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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業務承受不同貨幣產生之外匯風險，主要涉及美元。外匯風險來自未來商業活動、已
確認資產及負債及對海外業務之淨投資。此外，兌換人民幣（「人民幣」）須遵守中國政府之外
匯管制規例及法律。本集團訂有一套外匯風險管理政策，及一直有考慮利用遠期合約及多項
衍生工具以降低相關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以下資產予貸款人，
以為本集團獲授信貸融資提供擔保：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028 50,108
使用權資產 6,546 6,943  

53,574 57,051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資本開支

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之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35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4,270,000元），該等資本開支用於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廠房

本集團擁有三個高效能的冷凍濃縮橙汁生產廠房及一個非濃縮橙汁生產廠房，並策略性地設
於中國的主要柑橘盛產地區（即重慶、褔建及湖南）。所有廠房皆配置自美國、瑞士、意大利
和德國進口的先進流水線生產設備。

本集團擁有豐富的經驗，並能成功地管理橙汁加工廠的生產需求。生產流程的設計是本集團
對設計及製造過程的理解及多年努力研發的成果，因此本集團能善用生產設備生產出卓越品
質的加工橙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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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化經營模式

本集團採用一體化經營模式，提升價值鏈，是少數在上游經營自營橙園之中國濃縮橙汁生產
商之一。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105名僱員（二零二零年：118名僱員）。本集團為其
僱員提供優厚薪酬待遇、酌情花紅以及社會保險福利。此外，自二零零八年六月七日起，本
集團亦為僱員設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根據該計劃所授出的所有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
行的股份數目上限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五日更新。

本集團於過往年度披露之大部分僱員均為季節性工人，彼等負責從鮮橙抽取提取物以生產橙
囊。由於本公司的生產工作因上述原因已暫停，所需工人數量亦因此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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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
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19,635 58,798
銷售成本 (17,539) (46,806)  

毛利 2,096 11,992
貸款償付協議收益 3,036 —
其他收入 4 2,604 4,511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3,500) —
銷售及分銷成本 (4,618) (9,142)
行政開支 (19,763) (25,056)  

營運虧損 (20,145) (17,695)
融資成本 5 (12,586) (4,270)  

除稅前虧損 (32,731) (21,965)
所得稅開支 7 — (1)  

期內虧損 6 (32,731) (2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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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

三十一日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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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 107,894 124,347
使用權資產 20,842 21,370  

128,736 145,717  

流動資產
存貨 22,160 5,65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50,138 22,13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235 3,770  

79,533 31,56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16,320 52,802
借款 45,950 202,167
公司債券 — 39,569
租賃負債 129 163  

162,399 294,701  

流動負債淨額 (82,866) (263,1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5,870 (117,417)  



– 9 –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六月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借款 250,257 57,291
公司債券 60,128 60,128
租賃負債 529 657
遞延稅項負債 1,250 1,250  

312,164 119,326  

負債淨額 (266,294) (236,74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341 19,341
儲備 (285,635) (255,926)  

股東權益虧絀 (266,294) (23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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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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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須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2. 重大會計政策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的重大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由國際會計
準則理事會頒佈且與本集團相關並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多項新訂及經修
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修訂本及詮釋（「詮釋」）（下文統稱「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不導致本集團本期間及以往期間之會計政策及呈報金
額產生重大變動。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正
評估該等準則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中期財務報表須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亦需要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的會
計政策過程中行使其判斷。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及其附註一併閱讀。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集團高層管理人員）呈報的資料釐定其營運分部，以作出策略決定及
評估各營運分部的表現。由於各營運分部提供不同產品及需要不同的生產資料以制定不同的業務策略，
故各分部分開管理。於確定本集團可呈報分部時，並無合併主要營運決策者識別的營運分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可呈報及持續營運分部詳列如下：

— 製造及銷售冷凍濃縮橙汁及其他相關產品；及

— 製造及銷售森美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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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入、業績、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按可呈報及營運分部劃分的本集團收入、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析：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製造及銷售
冷凍濃縮橙汁及

其他相關
產品業務

製造及銷售
森美鮮榨橙汁及
其他產品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持續經營業務）
— 對外客戶銷售 2,926 16,709 19,635
— 分部間銷售 — — —   

分部收入 2,926 16,709 19,635  

抵銷 — 

本集團收入 19,635 

分部業績 (9,460) (1,253) (10,713)  

未分配收益 3,036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2,468)
融資成本 (12,586) 

除稅前虧損 (3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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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製造及銷售
冷凍濃縮橙汁及

其他相關
產品業務

製造及銷售
森美鮮榨橙汁及
其他產品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持續經營業務）
— 對外客戶銷售 5,293 53,505 58,798
— 分部間銷售 — — —   

分部收入 5,293 53,505 58,798  

抵銷 — 

本集團收入 58,798 

分部業績 (4,802) (9,236) (14,038)  

未分配收益 3,197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6,854)
融資成本 (4,270) 

除稅前虧損 (21,965) 

營運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應佔利潤╱（虧損），而無分配若干中央
行政成本、董事酬金、若干其他收入及融資成本。此為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而言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
告的計量方式。

分部間銷售按現行市場價格收取，並按合約雙方相互協定的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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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36 105
政府資助金（附註 i） 1,872 3,178
其他 696 1,228  

2,604 4,511  

附註：

(i)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政府資助金約人民幣3,178,000元已即時確認為期內其
他收入，此乃由於此政府資助金並無任何未達成條件或有關此項補助的或然事項。截至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全部已收政府資助金均以現金收取。該等政府資助金為無條件，且
即時確認為其他收入。

5. 融資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
— 公司債券 1,328 1,564
— 銀行貸款 11,247 2,699
— 租賃負債 11 7  

12,586 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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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利潤是在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2,953 12,810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528 172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款項 17,539 46,806
匯兌差額，淨額 37 402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馬來西亞 — 1
遞延稅項 — —  

— 1  

附註：

(a)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支付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任何所
得稅。

(b)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的稅率均為
25%。

(c)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並無產生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任何應課稅利潤，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
提撥備。

(d) 期內本集團的馬來西亞業務按24%稅率就源自馬來西亞的估計應課稅利潤計算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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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無）。

9. 每股（虧損）盈利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所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對賬如
下：

股份數目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82,082,652 1,386,572,654  

10.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授予於單據日期起計30至90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30至90日）的信貸期。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按到期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
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逾期亦未減值 6,405 2,587  

未逾期亦未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涉及多個近期並無欠款記錄的客戶。

本集團並無就貿易應收款項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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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已制定金融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均可於信貸期限內結清。採購貨品的平均信貸期
為90日或按要求償還（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90日或按要求償還）。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到期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
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三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償還 7,128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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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報告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報告

董事會深明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對保障股東權益的重要性。本公司致力在各個業務方面達致
並維持透明度、問責性及獨立性以達致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並努力確保一切事務均按照適
用的法律和法規進行。本公司採納的企業管治常規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
則》（「守則」）原則的要求。

董事會已審閱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並信納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遵守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訂立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
事確認彼等於本報告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操守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的主要
職責是審閱本公司的財務資料，檢討及監督本公司的財務申報程序、風險管理制度及內部監
控程序，提名及監察外聘核數師及給予董事會建議及評論。審核委員會以書面訂明具體職權
範圍，清楚說明委員會的職權和責任，並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核、風險管理、內部監
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檢討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
期報告及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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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報告將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s://hksummi.com)上登載。載有
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之一切資料之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
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並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森美（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國麟

香港，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吳紹豪先生及吳聯韜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馬志堅
先生、陳嬴先生及左世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