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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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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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610）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中糧家佳康食品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我們」）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或「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及財務狀
況，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摘要

主要運營數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同比

生豬出欄量（千頭）(1) 1,672 801 108.7%

商品大豬銷售均價（人民幣元╱公斤）(1) 23.44 32.63 -28.2%

生鮮豬肉銷量（千噸）(2) 65 51 26.8%

品牌盒裝豬肉銷量（千盒）(2) 21,477 15,654 37.2%

生鮮豬肉業務中品牌收入佔比(3) 35.0% 40.7% -5.7ppt

肉類進口銷量（千噸）(4) 75 175 -57.1%

主要財務數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前

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後

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前

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後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收入（5） 7,502,854 7,502,854 9,168,271 9,168,271

期內溢利╱虧損（6） 1,561,360 -439,149 1,383,821 2,053,2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7） 1,574,919 -425,590 1,385,437 2,054,888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8） 人民幣0.4036元 人民幣-0.1091元 人民幣0.3550元 人民幣0.52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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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由於全國生豬供給基本恢復，行業生豬價格持續回落，本集團上半年商品大豬銷售均價亦同比下跌。但本集
團全力保障生豬出欄，上半年出欄量同比大增108.7%。

2. 本集團提升生鮮工廠產能利用率，並持續進行品牌推廣及渠道開拓，生鮮豬肉銷量同比上漲26.8%，其中品
牌盒裝豬肉銷量同比上漲37.2%。

3. 「生鮮豬肉業務中品牌收入佔比」指品牌生鮮豬肉業務收入除以生鮮豬肉業務收入。

4. 本集團加強行情研判，提高背對背鎖單比例，上半年肉類進口銷量同比下降。

5. 營業收入人民幣75.03億元，同比下降18.2%，主要是肉類進口業務收入同比下降58.0%。除此之外，生豬養
殖業務出欄量提高108.7%，帶動分部收入同比增長53.1%，生鮮豬肉、肉製品營業收入亦均同比增長。

6. 期內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前的溢利為人民幣15.61億元，同比提升12.8%，其中生豬養殖業務面對豬價下
行和大宗原料價格上漲等多重壓力，採取多種措施控制養殖成本，貢獻利潤。

7. 期內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前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15.75億元。生物資產公允價值乃根據二零
二一年六月底的生豬價格進行調整。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比，生豬數量有所上升，生豬價格
下降。

8.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除以期內加權平均普通股。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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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以下財務資料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概
要，已由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及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前業績

生物
資產公允
價值調整 合計

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前業績

生物
資產公允
價值調整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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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3 7,502,854 – 7,502,854 9,168,271 – 9,168,271

銷售成本 (5,548,556) (1,838,454) (7,387,010) (7,059,542) (1,876,102) (8,935,644)

毛利 1,954,298 (1,838,454) 115,844 2,108,729 (1,876,102) 232,627

其他收入 5 103,536 – 103,536 93,851 – 93,851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6 (30,093) – (30,093) (360,455) – (360,455)

分銷及銷售開支 (180,784) – (180,784) (244,472) – (244,472)

行政開支 (141,183) – (141,183) (120,881) – (120,881)

按農產品收穫時的公允價值減銷售成本產生的
 （虧損）╱收益 – (454,852) (454,852) – 696,954 696,954

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減銷售成本產生的收益 – 292,797 292,797 – 1,848,599 1,848,599

融資成本 7 (52,325) – (52,325) (128,901) – (128,901)

除稅前（虧損）╱溢利 8 1,653,449 (2,000,509) (347,060) 1,347,871 669,451 2,017,322

所得稅（開支）╱抵免 9 (92,089) – (92,089) 35,950 – 35,950

期內（虧損）╱溢利 1,561,360 (2,000,509) (439,149) 1,383,821 669,451 2,05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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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前業績

生物
資產公允
價值調整 合計

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

調整前業績

生物
資產公允
價值調整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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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所得稅後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之
 公允價值收益╱（虧損） 103,466 (64,885)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國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5,114) 1,831

除所得稅後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98,352 (63,054)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340,797) 1,990,218

以下者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25,590) 2,054,888

 非控股權益 (13,559) (1,616)

(439,149) 2,053,272

以下者應佔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27,238) 1,991,834

 非控股權益 (13,559) (1,616)

(340,797) 1,990,218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10 人民幣(10.91)分 人民幣52.6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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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商譽 100,609 100,609
 物業、廠房及設備 8,295,059 7,908,173
 使用權資產 618,617 607,045
 無形資產 7,847 8,727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按公允價值
  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 235,587 132,121
 生物資產 553,955 961,031
 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 94,108 66,418
 遞延稅項資產 45,322 134,399
 其他預付款項 30,003 3,021

9,981,107 9,921,544

流動資產
 存貨 1,622,887 2,324,522
 生物資產 1,792,629 3,164,491
 應收賬款 12 296,846 658,64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91,559 446,419
 其他流動資產 1,859,611 3,486,117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89,421 –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13 631,057 131,952
 已抵押及受限制銀行存款 5,326 11,657
 現金及銀行結餘 707,273 416,650

7,996,609 10,64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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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4 504,592 507,665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已收按金 1,702,048 962,770
 租賃負債 20,515 13,709
 合約負債 298,580 408,146
 銀行借款 5,403,511 8,134,165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3 125,503 97,923
 來自關聯公司的貸款 402,500 2,500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554 4,889
 即期稅項負債 190 994

8,457,993 10,132,761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461,384) 507,6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519,723 10,429,235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58,982 171,710
 來自關聯公司的貸款 95,903 94,523
 遞延收入 142,208 147,662
 遞延稅項負債 31,232 31,446
 長期應付款項 206,520 86,520
 租賃負債 312,231 315,094

947,076 846,955

資產淨值 8,572,647 9,582,28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68,978 1,668,978
 儲備 6,744,221 7,740,2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8,413,199 9,409,273
非控股權益 159,448 173,007

權益總額 8,572,647 9,58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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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及呈列基礎

中糧家佳康食品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中規定的一切資料及披露，應連同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為本公司及其大部分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除另
有指明外，所有數值均四捨五入至最近的千位數。

(a) 持續經營評估

本公司董事於批准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合理預期本集團有足夠資源於可見未來繼續經營。因此，彼等
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繼續採納持續經營會計基礎。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允價值計量的生物資產及若干金融工具除外。

除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的額外會計政策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當日或之後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並由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以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新冠肺炎相關租金減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於該等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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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戶合約收益

來自客戶合約收益的收益分述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
生豬

養殖及銷售
銷售

生鮮豬肉 銷售肉製品
銷售進口
肉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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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產品的類型
生豬 3,374,257 – – – 3,374,257

生鮮豬肉 – 1,830,013 – – 1,830,013

肉製品 – – 377,580 – 377,580

進口肉類產品 – – – 1,921,004 1,921,004

合計 3,374,257 1,830,013 377,580 1,921,004 7,502,854

收益確認時間
時間點 3,374,257 1,830,013 377,580 1,921,004 7,502,85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
生豬

養殖及銷售
銷售

生鮮豬肉 銷售肉製品
銷售進口
肉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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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產品的類型
生豬 2,369,726 – – – 2,369,726

生鮮豬肉 – 1,737,896 – – 1,737,896

肉製品 – – 306,133 – 306,133

進口肉類產品 – – – 4,754,516 4,754,516

合計 2,369,726 1,737,896 306,133 4,754,516 9,168,271

收益確認時間
時間點 2,369,726 1,737,896 306,133 4,754,516 9,168,271

4 分部資料

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所呈報的資料主
要針對所交付或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類型。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設定的四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具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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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生豬養殖分部 指生豬養殖及生豬銷售
生鮮豬肉分部 指屠宰、批發及零售生鮮及冷凍豬肉
肉製品分部 指生產、批發及零售肉製品
肉類進口分部 指銷售進口肉類產品

各可呈報分部的收益來自基於經營所在地的產品銷售。由於各分部需要不同的生產及營銷策略，故可呈報分
部分開管理。

分部收益及分部業績

本集團按可呈報經營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生豬養殖 生鮮豬肉 肉製品 肉類進口 分部總計 分部間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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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
外部客戶 3,374,257 1,830,013 377,580 1,921,004 7,502,854 – 7,502,854
分部間銷售 851,809 10,916 1,647 117,584 981,956 (981,956) –

分部收益 4,226,066 1,840,929 379,227 2,038,588 8,484,810 (981,956) 7,502,854

分部業績 1,595,769 (9,268) 13,024 132,064 1,731,589 1,731,589

未獲分配企業收入 9,531
未獲分配企業開支 (35,346)
有關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調整 (2,000,509)
融資成本 (52,325)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 (347,060)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
外部客戶 2,369,726 1,737,896 306,133 4,754,516 9,168,271 – 9,168,271
分部間銷售 390,520 21,506 476 95,919 508,421 (508,421) –

分部收益 2,760,246 1,759,402 306,609 4,850,435 9,676,692 (508,421) 9,168,271

分部業績 1,761,402 (63,783) (44,134) (100,378) 1,553,107 1,553,107

未獲分配企業收入 19,755
未獲分配企業開支 (96,090)
有關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調整 669,451
融資成本 (128,901)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 2,017,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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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益及分部業績（續）

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所賺取的溢利╱（產生的虧損），未經分配企業收入及開支，包括中央行政成本及
董事酬金、有關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調整及若干融資成本。此乃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
評估的方法。

分部間銷售按集團實體議定的價格收取。

分部資產及負債

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各分部的經營業績作出決策。概無呈列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的分析，原因為主要經營決
策者並無定期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目的檢討有關資料。因此，僅呈列分部收益及分部業績。

5 其他收入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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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1,057

關聯公司的利息收入 4,224 3,147

利息收入 6,221 4,204

推廣服務收入 – 5,803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產生的股息收入 – 42,000

政府補助* 97,315 41,844

103,536 93,851

* 政府補助主要與死豬的無害化處理以及建造生豬養殖場有關。概無有關該等補助的未達成條件或或有
事項。

有關收購土地使用權以及收購╱建造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政府補助計入遞延收入，且於相關資產
的可使用年期以系統化方式計入損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自遞延收入解除的政府補
助人民幣545.4萬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36.1萬元）載入上述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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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本集團的其他收益及虧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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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197 (3,71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4,038) (578)

存貨撇減 (35,947) (260,271)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淨額 (213) (144)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回淨額 7 21

已變現及未變現有關商品期貨的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虧損）淨額 9,463 (98,579)

已變現及未變現有關外幣遠期合約的公允價值變動（虧損）╱收益淨額 (4,192) 16,969

其他 (370) (14,160)

(30,093) (360,455)

7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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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各項的利息：
 －銀行借款 44,769 121,970

 －來自關聯公司的貸款 3,867 8,250

 －來自第三方的租賃負債 7,538 7,608

 －長期應付款項 2,716 –

 －借貸成本總額 58,890 137,828

減：於合資格資產成本中資本化的借貸成本 (6,565) (8,927)

52,325 12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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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溢利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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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5,548,556 7,059,542

有關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的收益 1,838,454 1,876,102

銷售成本總額 7,387,010 8,935,64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0,866 164,622

使用權資產折舊 19,107 17,322

無形資產攤銷 880 525

折舊及攤銷總額 220,853 182,469

減：於生物資產中的資本化 (156,228) (151,967)

64,625 30,502

9 所得稅開支╱（抵免）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抵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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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企業所得稅 3,226 13,092

遞延稅項：
  －本期間 88,863 (49,042)

所得稅開支╱（抵免） 92,089 (35,950)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稅率為25%（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

本公司若干於中國經營的附屬公司可享受若干稅項減免，且彼等的若干業務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期間
均免繳中國所得稅。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及《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發佈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
政策的農產品初加工範圍（試行）的通知》（財稅[2008]149號）中所載免繳企業所得稅的規定，以及《企業所得
稅法實施條例》第八十六條的規定，農產品初加工所得免徵企業所得稅。此外，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
例》相關規定，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牲畜及家禽飼養項目收入亦免徵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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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虧損）╱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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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而言的（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盈利） (425,590) 2,054,888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股 千股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901,998 3,901,998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概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原因是兩個期間內並無任何已發行的潛在普通股股份。

11 股息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向股東宣派及批准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股息每股0.206港元（「港元」）（相當於人民幣0.1714元），總計80,381.2萬港元（相當於人民幣66,883.6萬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股東宣派及批准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
股息每股0.048港元（相當於人民幣0.044元），總計18,729.6萬港元（相當於人民幣17,175萬元））。股息其後
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派發。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中期股息每股0.1180港元）。

12 應收賬款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客戶合約的應收賬款 297,439 659,024

減：信貸虧損撥備 (593) (380)

296,846 658,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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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續）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款（以交付日期為基準及經扣減減值虧損）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173,236 233,570
3至6個月 1,585 1,755
6個月至1年 53 423,051
1年以上 121,972 268

296,846 658,644

13 與關聯公司的結餘

關聯公司包括由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中糧集團控制的實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有人民幣924.6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44.2萬元）的貿易性
質應收款項計入應收關聯公司款項。該等應收款項無抵押、不計息及須根據相關銷售合約償還。於報告期
末，該等應收款項（以交付日期為基準及經扣減減值虧損）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1,552 18,207
3個月以上1年以內 7,595 10,235
1年以上 99 –

9,246 28,442

其餘的應收關聯公司款項結餘（包括與購買商品相關的預付款項及往來賬戶結餘）為無抵押、不計息並須於
要求時償還。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有人民幣12,343.6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727.6萬元）的貿易
性質應付款項計入應付關聯公司款項，該等款項為無抵押、不計息並須根據相關購買合約償還。於報告期
末，該等應付款項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以內 123,427 45,258
1年以上2年以內 9 2,018

123,436 47,276

其餘的應付關聯公司款項結餘（包括就來自關聯公司的貸款之應付利息及往來賬戶結餘）為無抵押、不計息
並須於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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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490,039 507,665

應付票據 14,553 –

504,592 507,665

應付賬款為免息，信用期一般介乎15至60天。應付票據一般於180天內償還。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以內 474,654 484,278

1年至2年 5,912 18,901

2年以上 9,473 4,486

490,039 50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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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一、 公司概況

公司簡介

本公司為中糧集團有限公司（「中糧」）旗下的肉類業務平台，並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在
聯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號：1610）。

本公司主要業務包括：飼料生產、生豬養殖及屠宰分割、生鮮豬肉及肉製品生產、經銷與
銷售，及肉類產品（包括豬肉、牛肉、禽肉及羊肉）進口分銷。作為中國領先的全產業鏈肉
類企業，本公司把握行業轉型升級的機遇，在全國形成戰略性佈局，使生豬養殖和生鮮豬
肉規模增長迅速；我們秉持「引領行業安全標準、保障國民肉食安全」的經營理念，向消費
者提供高品質肉類產品，「家佳康」冷鮮豬肉、「萬威客」低溫肉製品在主要一線城市知名度
不斷上升。

分部業務簡介

生豬養殖

生豬養殖分部包括飼料生產、種豬繁育及生豬飼養業務。本公司在吉林、內蒙、天津、河
北、河南、江蘇、湖北等省市建有現代化生豬養殖基地及配套飼料廠，計劃進一步擴張生
豬養殖產能。

生鮮豬肉

生鮮豬肉分部包括生豬屠宰分割、生鮮豬肉的經銷及銷售，產品主要為冷鮮豬肉。本公司
在江蘇、湖北擁有兩座現代化屠宰加工基地，並在吉林、內蒙建設新的屠宰加工基地。本
公司大力開展品牌化運作，通過「家佳康」品牌覆蓋上海及長三角、北京、武漢等主要城市
及地區的豬肉消費市場。

肉製品

肉製品分部包括各類肉製品（主要為西式低溫肉製品）的生產、經銷及銷售。本公司在江
蘇、湖北、廣東擁有三座現代化肉製品加工基地，通過「萬威客」、「家佳康」兩大品牌覆蓋
國內主要一線城市的肉製品消費市場。



17

肉類進口

肉類進口分部包括進口肉類產品（包括豬肉、牛肉、禽肉及羊肉）及副產品，並於國內分
銷。本公司將進口原料與國內加工產能、大客戶服務相結合，向國內知名食品加工商、大
型連鎖餐飲企業等提供高附加值產品。

二、 市場概覽

全國生豬生產持續恢復，生豬存欄已接近正常年份水平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全國生豬出欄3.37億頭，同比增長34.4%；豬
肉產量2,715萬噸，同比增長35.9%。截至六月底，生豬存欄4.39億頭，同比增長29.2%；
其中，能繁母豬存欄4,564萬頭，同比增長25.7%，已接近正常年份水平。

由於生豬生產持續恢復，春節後生豬價格連續回落，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底，全國22省市
生豬均價人民幣12.7元╱公斤，較年初下跌64.0%。

非瘟常態化促進行業轉型升級，生豬養殖門檻抬升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我國部分區域非洲豬瘟疫情仍有反覆，判斷疫情呈現常態化趨勢，對
生豬養殖企業的防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行業門檻進一步抬升。

新零售驅動消費升級，品牌盒裝豬肉突圍傳統市場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背景下，食品安全、品質和便利性愈發受到重視，新零售渠道的崛
起和疫後消費者需求變化進一步引導家庭消費升級。品牌盒裝豬肉具備安全、新鮮、便捷
的產品特質，獲得更高的品牌溢價和忠誠度。

肉類進口量同比增長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我國豬肉進口量（不含副產品）230萬噸，同比增長8.5%，約佔全國豬
肉產量的8.5%；牛肉進口量（不含副產品）113萬噸，同比增加13.7%，約佔全國牛肉產量
的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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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營業績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在嚴格防控雙重疫情的基礎上，本公司各項業務運營穩定：生豬養殖
業務提效增量，貢獻利潤；生鮮豬肉業務產能利用率提高，品牌業務持續增長；肉製品業
務進一步明確產品定位，開拓餐飲渠道；進口業務加強風控，降低庫存，做好客戶服務。

報告期內，本公司整體實現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前的淨利潤人民幣15.61億元，同比增
長12.8%。

生豬養殖業務

出欄量同比回升，分部業績人民幣15.96億元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公司生豬出欄量167.2萬頭，同比提高108.7%，商品大豬出欄均重
115.7公斤╱頭；上半年生豬養殖分部業績人民幣15.96億元。

積極應對行情變化，多措並舉控制養殖成本

本公司有效保障出欄量和商品豬出欄品質，上半年商品大豬銷售均價人民幣23.44元╱公
斤。面對豬價下行和大宗原料價格上漲等多重壓力，本公司多措並舉控制養殖成本：飼料
方面，採取原料替代等多種方式；育種方面，淘汰低效母豬，優化種群結構和性能；硬件
投入方面，全面升級硬件設施，防控疫病同時改善生產環境；生產管理方面，落實標準化
操作流程，施行批次精細化管理，促進區域間養殖經驗共享；考核激勵方面，繼續推行精
準激勵，調動生產人員的積極性和責任心。

產能擴張穩健，引種順利推進

二零二一年六月底，生豬養殖產能達602.1萬頭，能繁和後備種豬（含種公豬）33萬頭，達
到設計產能規模。公司繼續擴充核心群，二零二一年四月引進1,500餘頭丹麥純種豬，為
產能擴張提供優質種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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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鮮豬肉業務

加速產能建設，助力品牌生鮮佈局

本公司加速屠宰產能建設，吉林松原和內蒙赤峰各100萬頭屠宰廠在建，華南分割中心有
序推進，助力東北、華北和華南品牌生鮮加速佈局。

把握消費升級趨勢，優化盒裝豬肉產品，實現銷量突破

二零二一上半年，本公司生鮮豬肉銷量6.5萬噸，同比提升26.8%；品牌生鮮收入佔比
35.0%。

本公司把握消費升級趨勢，優化盒裝產品結構，提升了絲、丁、片、餡等盒裝豬肉產品
佔比，並搭配預製調料包，增強產品便利性。報告期內盒裝豬肉銷量同比增長37.2%達
2,147.7萬盒，日均銷量突破11.8萬盒。

持續夯實品牌定位，聚焦亞麻籽豬產品開發推廣

中糧家佳康作為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授權的「體育‧訓練局國家隊運動員備戰保障產品」，
常年為訓練局及多支國家隊、省級體育單位和運動隊供應安全、高品質的豬肉產品。在二
零二一年亞洲舉重錦標賽和全國舉重錦標賽的央視直播中，中糧家佳康作為中國國家舉重
隊肉類食品供應商獲得持續品牌曝光。

二零二一年三月，中糧家佳康舉辦以「健康中國、優脂生活」為主題的《富α-亞麻酸豬產品
亞麻籽豬產品》團體標準發佈儀式，不僅規範亞麻籽豬各項標準，更促進健康豬肉理念的
普及。公司針對亞麻籽豬產品圍繞消費者觸媒習慣開展全域營銷，通過分眾智能屏、微
信朋友圈廣告和高鐵大屏進行一系列品牌宣傳，並在抖音開展#亞麻籽豬666#活動，利用
KOL助推，創造事件營銷，品牌認知度和影響力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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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類進口業務

強化風險控制，增值客戶服務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肉類進口分部銷量7.5萬噸，同比減少57.1%；分部業績扭虧為盈。

本公司加強市場研判，提高背對背鎖單比例，嚴控行情風險。同時，本公司實現肉類進口
業務的全方位增值：銷售方面，聚焦重點區域和渠道，終端型客戶（企業客戶、餐飲客戶
和零售客戶）收入佔比提升至75%；品類方面，進口冰鮮牛肉完成上至和牛、下至草飼的
全等級覆蓋，滿足不同客群需求；生產方面，與肉製品分部緊密合作，為客戶提供全產業
鏈增值服務。

四、 財務回顧

整體業績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營業收入為人民幣75.03億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91.68

億元下降人民幣16.65億元。在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前，本集團淨利潤為人民幣15.61億
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13.84億元增加人民幣1.78億元。

收入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營業收入為人民幣75.03億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91.68

億元下降18.2%，主要是肉類進口業務收入同比下降58.0%。除此之外，生豬養殖業務出
欄量提高108.7%，帶動收入同比增長53.1%，生鮮豬肉、肉製品營業收入亦均同比增長。

毛利率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毛利率在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前為26.0%，同比上升3.0個百
分點，主要為養殖業務面對豬價下行和大宗原料價格上漲等多重壓力，公司採取多種措施
控制養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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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支出╱行政支出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支出、行政支出合計為人民幣3.22億元，較上年同
期人民幣3.65億元下降11.9%，主要是隨肉類進口業務規模下降，冷藏費等相應減少。

融資成本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融資成本為人民幣0.52億元，較上年同期1.29億元下降人民幣
0.77億元，主要為現金流狀況良好，歸還大量借款。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合計為收益人民幣0.73億元，較二
零二零年同期增加人民幣3.40億元，主要是上年同期計提存貨跌價人民幣2.60億元。

期內溢利╱虧損

基於上述各項原因，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錄得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前溢利人民幣
15.61億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13.84億元相比增加人民幣1.78億元。

持有的重大投資、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本業績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概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或有關附屬
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資本資源分析

流動性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秉持穩健的財務政策，對外致力於拓展融資渠道，加強融資能力建設，同時加強與
銀行的合作，獲得充足授信，保證了資金流動性；對內實施盈餘資金集約管理，提高存貨
和應收賬款周轉效率和現金流產生能力。本集團財務部定期及密切檢查整體現金及債務情
況，基於融資成本及到期情況靈活安排融資計劃。

為使本集團更具效率地調配及運用資金，本集團透過中糧財務有限責任公司（「中糧財
務」）訂立財務服務協議及委託貸款框架協議，同時在中國大陸使用資金池，以更有效的使
用現金、降低本集團的平均借貸成本及加快本集團內公司間的結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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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若干附屬公司從事肉類進口業務或擁有外幣借款可能令我們承擔主要是與美元相
關的匯率風險。我們密切關注匯率波動，適時採用貨幣遠期合約以對沖大部分匯率風險。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7.07億元（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17億元），有關增加乃本年生豬出欄量增加，同時加快存貨
周轉，現金流增加。

我們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比率為0.95（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5）。於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未動用銀行融資額度為人民幣187.82億元。

EBITDA及現金流量

我們主要以經營活動所得現金、銀行借款以及股東出資等為營運提供資金。我們的現金需
求主要與生產及經營活動、資本開支、償還到期負債、利息付款以及預料之外的現金需求
有關。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EBITDA（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前）為人民幣20.43億元（二零
二零年同期：人民幣16.59億元）。我們的經營活動所得現金為人民幣15.84億元（二零二零
年同期：所用人民幣14.84億元）。我們的投資活動所用現金為人民幣6.14億元（二零二零
年同期：所用人民幣4.62億元），包括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人民幣5.88億元（二零二零年
同期：人民幣3.57億元）。我們的融資活動所用現金為人民幣6.79億元（二零二零年同期：
所得人民幣20.68億元）。總括而言，我們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淨額為
人民幣2.91億元。

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保持不變，仍為3,901,998,323股股
份。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計息銀行借貸約人民幣55.62億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83.06億元）。銀行借貸按年利率介乎0.91%至4.99%（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介乎0.91%至4.36%）計息。大部分銀行借貸按固定利率計息。

計息銀行借貸的到期詳情分析如下：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年以內 5,404 8,134
一年至兩年 19 10
三年至五年 46 24
五年以上 93 138

總計 5,562 8,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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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利率借款和浮動利率借款詳情分析如下：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固定利率借款 5,384 8,084
浮動利率借款 178 222

總計 5,562 8,30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來自關聯方的貸款約人民幣4.98億元（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日：約人民幣0.97億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淨資產約為人民幣85.73億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人民幣95.82億元），本集團淨債務1約為人民幣53.54億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人民幣79.86億元）及淨債務對權益比率約為62.5%（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83.3%）。

註：

1. 本集團淨債務指計息銀行借貸及來自關聯方的貸款減現金及銀行結餘。

或有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借貸以本集團樓
宇、土地使用權和定期存款作抵押。

資本開支

本集團資本開支主要用作建造生豬養殖場以及其他生產及配套設施。我們主要使用股東出
資、借款及內部資金等方式支付資本開支。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人民幣5.93億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3.70
億元）。下表載列所示年度我們的資本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就物業廠房及設施的付款 588 357
就預付租賃款項的付款 5 11
就其他無形資產的付款 0 2

合計 593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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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我們的資本開支需求主要包括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吉林省及湖北
省的養殖場屠宰廠的建設。

資本承擔

本集團資本承擔主要與建造生豬養殖場以及其他生產及配套設施相關。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人民幣7.78億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33億
元）。

生物資產

本集團生物資產主要包括不同成長階段的商品豬及日後用作生產動物的種豬。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我們共擁有能繁及後備種豬合計33萬頭，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29.1萬頭增加13.4%。我們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為人民幣23.47億
元，而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人民幣41.26億元。我們的業績一直且預期將繼
續受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所影響。

我們的銷售成本會就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做出調整，其中公允價值收益會增加銷售成
本而公允價值虧損會減少銷售成本，儘管該等調整的時間與有關收益或虧損的時間不一定
相同。我們於各期間的銷售成本會就以下各項做出調整(i)該期間內生豬公允價值變動減銷
售成本；及(ii)公允價值變動減於過往期間確認的生物資產銷售成本。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及二零二零年同期，該等調整令我們的銷售成本分別增加人民幣18.38

億元及增加人民幣18.76億元。此外，農產品收獲時的公允價值減銷售成本產生的虧損為
人民幣4.55億元（二零二零年同期：收益人民幣6.97億元）；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減銷
售成本產生的收益為人民幣2.93億元（二零二零年同期：收益人民幣18.49億元）。整體而
言，當期生物公允價值調整對利潤的影響淨額為虧損人民幣20.01億元，二零二零年同期
為收益人民幣6.6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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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力資源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僱佣8,131名員工（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6,673名員工）。僱員的薪酬按工作性質、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而定。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薪酬總額約為人民幣4.67億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3.84億
元）。

本集團為公司僱員提供中國法律要求的基本社會保險及住房公積金。另外，我們亦鼓勵員
工通過持續培訓課程、研討會及網上學習等培訓，借此提升個人對事業的全面發展和知識
技能，以發揮個人潛能。

六、 重大風險及不確定性

本集團的業績及業務營運受到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眾多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影
響。本集團知悉的主要風險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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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風險

疫病風險是畜牧行業發展中面臨的主要風險。生豬養殖過程中發生的疫病主要有藍耳病、
豬瘟、豬呼吸道病、豬流行性腹瀉、豬偽狂犬病、豬圓環病毒病等。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我國部分區域非洲豬瘟疫情仍有反覆。疫病的發生帶來的風險包括三類，一是疫病的發生
將導致生豬的死亡，直接導致生豬產量的降低，給公司帶來直接經濟損失；二是疫情會
給豬場帶來巨大的防疫壓力，並增加公司在防疫上的投入，且疫情會給豬場的生產帶來持
續性的影響，淨化過程將使豬場的生產效率降低，經營成本提高，進而降低效益；三是疫
病的大規模發生與流行，可能會導致大部分消費者心理恐慌，降低相關產品的總需求量，
對生豬銷售帶來不利影響。對於疫病風險，本集團制定了《重大疫情防控激勵辦法》等制
度，並細化了重大動物疫病防控預案，提升生物安全控制等級及能力，全面防控非洲豬瘟
等重大動物疫病。

此外，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國內外繼續存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帶來
的風險主要如下：一是該疫病傳染性較強，可能對員工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威脅；
二是各類防疫及交通管控舉措可能對員工返崗、各類生產物資調運、產品的跨省（區）銷售
造成影響，使本公司生產運營效率降低；三是疫病短期內可能造成餐飲渠道需求下滑，對
本公司肉類產品銷售帶來不利影響；對於新冠肺炎疫情風險，本集團第一時間成立了防疫
工作領導小組，結合疫情發展趨勢及國家政策，制定全方位的嚴格防控方案，全力保障員
工安全、生產平穩、銷售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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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風險

價格風險是指採購、銷售價格的波動導致成本上升或利潤下降的損失。我們在一個高度分
散且充滿競爭的行業經營，當中的主要原材料及成品均為商品並且有顯著的價格波動。
在豬肉業務中，我們面臨商品價格波動的風險，包括中國的玉米及豆粕（為我們主要的飼
料原料）、生豬及豬肉價格。在肉類進口業務中，我們面臨中國及海外市場上冷凍肉類產
品（如豬肉、牛肉、禽肉、羊肉及羔羊肉）差價波動的風險。該等商品價格（尤其是生豬價
格）的波動已經且預期會繼續對我們的盈利能力產生影響。商品價格通常隨市況（包括供
需、疫病、政府政策及主要農牧區的天氣狀況）起伏。

食品安全風險

食品安全風險是指食品安全管理體系不完善、風險識別和評估機制不健全、食品安全管控
措施和預警機制執行不到位等導致產品食品安全指標不合格，造成嚴重的顧客投訴、產品
大規模召回和其他負面影響的風險。針對食品安全方面可能存在的風險，本集團持續完善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制定了《食品安全管理規定》、《食品安全責任制》及《食品安全禁令》
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標準，制定明確的預警指標和底線指標。本集團組織開展食品安全培
訓指導，定期進行食品安全監督檢查及監督抽檢，並對結果進行考核評價。各基層企業嚴
格落實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積極防範食品安全風險。

匯率風險

本集團以人民幣收取大部分收益及以人民幣支付大部分開支，包括銷售貨品產生的成本及
資本開支。然而，我們的若干附屬公司從事進口冷凍肉類產品或擁有外幣借款，可能令我
們承擔匯率風險。我們以非人民幣貨幣計值的大部分銷售成本與肉類進口業務有關，並以
美元計值。匯率風險於商業買賣交易或已確認資產或負債以我們有關附屬公司功能貨幣以
外的貨幣計值時產生。我們主要承擔與美元及與美元掛鈎的港元有關的匯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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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管理層關注對匯率風險的防範，並就外匯匯率及遠期價格與中糧財務及我們與之有
業務關係的商業銀行及時溝通。我們訂立貨幣遠期合約以涵蓋我們於肉類進口業務的採購
及外幣借款的大部分匯率風險，且根據外匯市況按月為基準檢視合約，監控風險。此外，
我們還根據市況就進口肉類採購價提前與國內客戶確定外匯匯率。我們還每周更新匯率
風險及內部記錄，且在作出重大外匯決策（包括是否使用貨幣遠期合約控制我們的匯率風
險）前，將進行敏感度分析及壓力測試。

安全生產風險

安全生產風險是指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或事故防範措施不到位，導致生產安全事故，造成
企業財產損失、生產暫時中止或聲譽受損的風險。本集團制定《安全生產管理規定》、《生
產安全事故管理辦法》及《生產安全事故綜合應急預案》等制度，以規範安全風險管理、
預防事故發生。本集團制定了明確的預警指標和底線指標，組織各基層企業進行全面的危
險源辨識、評價、分級並制定相應的管控措施，針對重大風險制定了專項風險防控措施；
組織各基層企業完善檢查體系，定期組織安全檢查，確認風險的管控措施有效；定期進行
監督檢查，對基層企業管理體系運行情況、風險管控情況進行評估，促進基層企業改進提
升。

七、展望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面對複雜多變的行業環境，本公司保持戰略定力，實現了穩健發展。
下半年，本公司將著力推動以下工作：

第一，嚴控非洲豬瘟，控制成本，提高養殖效率，建立核心競爭優勢；

第二，加速養殖和生鮮上下游匹配，完善全產業鏈布局；

第三，繼續推動生鮮差異化、品牌化運作，重點加強亞麻籽豬肉的推廣，擴大產品影響
力；

第四，加強進口業務風險控制，實現多方位業務增值；持續推進工貿結合模式，優化終端
客戶渠道，提高客戶黏性；及

第五，利用期貨工具做好套期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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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每股0.118港元）。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致力於實現並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彼等認為此對保障本集團營運完
整及維持投資者對本公司的信任而言至關重要。本公司管理層亦積極遵守中國、香港及國外企
業管治的最新要求。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
文。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各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並獲各董事確認，其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規定的所有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其任何上市證券。

期後事項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須予披露的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的重大期後事項。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審核委員
會認為，本集團中期報告乃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及法律法規編製，且已正式作出適當披露。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核數
師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
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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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中期報告

本公司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在本公司網站(www.cofcojoycome.com)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
公司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上發佈並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糧家佳康食品有限公司

江國金
主席兼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江國金先生，執行董事徐稼農先生，
非執行董事馬德偉先生及趙瑋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傅廷美先生、李恆健先生及鞠建東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