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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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ise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38）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二零二二年中期業績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增加╱
（減少）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

營業額 677,469 1,012,542 (33.1)
餐廳業務銷售 628,250 951,011 (33.9)
毛利 496,329 737,995 (32.7)
經營（虧損）溢利 (99,587) 40,180 不適用
除稅前（虧損）溢利 (136,066) 86,228 不適用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106,513) 49,658 不適用
每股（虧損）盈利（人民幣） (0.10) 0.05 不適用
建議每股中期股息（人民幣） 無 0.02

餐廳總數（於六月三十日）
（港幣2.40仙）

669 707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味千」）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
績，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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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677,469 1,012,542
存貨消耗成本 (181,140) (274,547)
員工成本 (211,016) (265,160)
折舊 (187,855) (195,716)
其他經營開支 (197,045) (236,939)

  

經營（虧損）溢利 (99,587) 40,180
其他收入 4 35,522 48,187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428) 49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56,301) 13,91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430) (17)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虧損 (1,127) (157)
融資成本 (12,715) (15,933)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136,066) 86,228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15,705 (35,156)

  

期內（虧損）溢利 (120,361) 51,072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財務報表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23,219 (10,73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扣除所得稅） 23,219 (10,733)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97,142) 4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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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下列各項應佔之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東 (106,513) 49,658
非控股權益 (13,848) 1,414

  

(120,361) 51,072
  

下列各項應佔之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84,340) 39,363
非控股權益 (12,802) 976

  

(97,142) 40,339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每股（虧損）盈利 9
－基本 (0.10) 0.05

  

－攤薄 (0.10) 0.05
  



- 4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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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1,018,457 996,028
物業、廠房及設備 453,270 509,569
使用權資產 503,496 615,458
無形資產 717 12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4,802 56,308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7,363 8,490
租賃按金 82,704 88,329
商譽 1,303 1,264
遞延稅項資產 58,242 37,210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資產 10 155,733 179,320

  

2,326,087 2,492,104
  

流動資產
存貨 102,407 120,38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171,289 160,342
可收回稅項 764 846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28,194 1,527,538

  

1,802,654 1,809,11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237,133 261,168
租賃負債 239,758 229,974
合約負債 4,362 4,625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6,040 4,047
應付董事款項 197 462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13,524 13,509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121 2,027
應付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232 480
應付股息 91,480 –
應付稅項 14,358 17,160
銀行貸款 43,537 41,686

  

652,742 575,138
  

流動資產淨額 1,149,912 1,233,975
  



- 5 -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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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75,999 3,726,079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5,325 35,317
租賃負債 320,707 374,395
遞延稅項負債 168,731 166,19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負債 24,146 36,020

  

548,909 611,930
  

資產淨額 2,927,090 3,114,14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8,404 108,404
儲備 2,777,444 2,951,701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885,848 3,060,105
非控股權益 41,242 54,044

  

權益總額 2,927,090 3,11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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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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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所編製。

1.A 於本中期期間的重大事項及交易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在中國蔓延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於不同時間實施的
後續控制措施及限制對本集團的運營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因為本集團的大多數餐廳
位於中國，尤其是受影響嚴重的地區，例如上海及北京。為遵守政府管控措施及限
制，本集團臨時暫停若干餐廳營運。

因此，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在不同方面受到影響，包括有關附註所披露的收益減
少、物業、廠房及設備和使用權資產減值以及若干投資的公平值虧損。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以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除
外。

除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所導致的額外會計政策外，截至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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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
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的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訂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的年

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和業
績及╱或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概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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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潘慰女士（「潘女士」）報告的資料乃按不同
經營分部及地區分析。此亦為本集團之組織基準，並明確地集中於本集團三個經營分部，
分別是餐廳經營、拉麵及相關產品之生產及銷售以及投資控股。於達致本集團報告分部時
概無合併計入主要營運決策人確定的經營分部。

以下為按報告及經營分部分析之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餐廳經營
拉麵及

相關產品之
生產及銷售 投資控股 分部總計 抵銷 總計

 

中國內地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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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對外銷售 569,420 58,830 628,250 49,219 – 677,469 – 677,469
－分部間銷售 – – – 257,865 – 257,865 (257,865) –

        

569,420 58,830 628,250 307,084 – 935,334 (257,865) 677,469
        

分部（虧損）溢利 (106,880) (7,472) (114,352) 1,797 (16,463) (129,018) – (129,018)
        

利息收入 6,589
中央行政開支 (13,003)
未分配融資成本 (634)

 

除稅前虧損 (136,066)
所得稅抵免 15,705

 

期內虧損 (12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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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餐廳經營
拉麵及

相關產品之
生產及銷售 投資控股 分部總計 抵銷 總計

 

中國內地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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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對外銷售 878,421 72,590 951,011 61,531 – 1,012,542 – 1,012,542
－分部間銷售 – – – 357,981 – 357,981 (357,981) –

        

878,421 72,590 951,011 419,512 – 1,370,523 (357,981) 1,012,542
        

分部溢利 39,724 6,913 46,637 2,979 28,611 78,227 – 78,227
        

利息收入 12,073
中央行政開支 (2,795)
未分配融資成本 (1,277)

 

除稅前溢利 86,228
所得稅開支 (35,156)

 

期內溢利 51,072
 

分部（虧損）溢利指每一分部產生之虧損╱賺取之溢利（未分配利息收入、中央行政開支、
未分配融資成本及所得稅抵免（開支））。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之表現而報告予主要營
運決策人潘女士之計量。

由於總資產及總負債未獲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就評估本集團業務活動的表現及資源分配
而予以審閱，故並無呈報該等財務資料的計量。

於各中期期間末，除向一間聯營公司提供貸款、租賃按金、遞延稅項資產、商譽及透過損
益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資產外，本集團之所有非流動資產（包括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
設備、使用權資產、無形資產、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以及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均位於中
國內地及香港。

於本中期期間及上一中期期間，本集團所有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均歸屬於有關集團實體之
所在地中國內地及香港。

於本中期期間及上一中期期間，均無客戶佔本集團總收益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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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分特許餐廳之特許權及其他收入 2,734 3,918
物業租金收入，扣除直接支出（附註i） 12,307 16,787
銀行利息收入 6,807 12,073
政府補助（附註ii） 11,216 7,730
其他 2,458 7,679

  

35,522 48,187
  

附註i： 本中期期間的直接支出為人民幣3,864,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4,082,000元）。

附註ii： 於本中期期間，根據香港政府提供的新冠病毒疫情相關補貼，本集團確認政府補
助人民幣8,020,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250,000元），
其中人民幣4,404,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250,000元）
及人民幣3,616,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分別與防疫抗疫基
金資助計劃及保就業計劃有關。政府補助剩餘金額指本集團收到來自中國內地當
地的區域主管部門對本集團進行的業務活動的獎勵補貼。補助並未附帶特定的條
件。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6,101) (3,627)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5,630 8,213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33,587) (22,736)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負債之公平值收益 11,874 17,369
匯兌收益淨額 1,752 2,655
終止租賃之收益淨額 1,004 4,072
就以下項目（確認）撥回之減值虧損：
－物業、廠房及設備 (3,089) (365)
－使用權資產 (23,654) (814)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0,130) 9,152

  

 (56,301) 1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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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消耗成本 181,140 274,54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7,161 68,599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20,694 127,117

  

折舊總額 187,855 195,716
  

新冠病毒疫情相關的租金優惠 (5,908) –
燃料及水電開支 34,960 46,060
物業租金來自
－可變租賃款項 8,408 18,968
－短期租賃款項 5,933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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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 1,043 1,744

  

1,043 1,744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1,537 14,754
－以往期間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13 (1,331)

  

1,750 13,423

預扣稅 – 15,238
遞延稅項 (18,498) 4,751

  

(15,705) 35,156
  

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所得稅開支根據管理層就財政年度全年制定的年度所得稅稅率的最佳估
計確認。於本期間，香港利得稅及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於回顧期間的稅率分別為16.5%及
25%（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及25%）。

根據於二零二零年的相關省份政策，重慶味千餐飲管理有限公司（「重慶味千」）於二零二一
年至二零三零年成功採用優惠稅率15%。

根據中國內地的有關稅法及實施法規，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在中國內地經營之附屬公
司獲得的盈利支付股息時須按照中國內地相關稅法按10%或更低的協定稅率繳納預扣稅。
根據有關的稅收協定，向香港居民公司之分派應繳納5%的預扣稅。因此，本集團已根據
中國內地實體派息率預期水平按10%及5%的適用稅率撥備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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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就二零二一年已宣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8元 
（港幣9.8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就二零二零年已宣派－每股人民幣0.08元（港幣9.5仙）） 91,480 86,286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後，已向本公司股東派付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2元
（港幣2.40仙）。

9.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即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106,513)  49,658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1,091,538,820  1,091,538,820
關於下列項目之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 74,412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91,538,820 1,091,613,232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並未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
股權獲行使，因為此舉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並無計及本公司若干尚未行使
之購股權，乃因本中期期間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故該等購股
權對本集團之每股盈利並無產生攤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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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資產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上市權益投資及基金投資（附註） 155,733 179,320
  

附註： 上述非上市權益投資及基金投資指本集團對於中國內地成立之若干私營實體及基金
之投資。

本集團管理層參考本集團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委聘之外部獨立合資格
估值師建立之估值模型，重新考慮及釐定適當假設及輸入數據，以對該等非上市權益投資
及基金投資進行公平值計量。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第三方 19,202 19,096

  

減：信貸虧損撥備 (682) (232)
  

18,520 18,864
  

其他應收賬款
租金及公用事業按金 31,901 28,929
預付管理費 2,915 5,729
墊款予供應商 41,542 28,117
可扣減增值稅 40,676 45,093
租賃應收賬款 10,577 12,028
預付款項 11,687 9,364
員工墊款 5,841 5,911
其他 17,071 15,770

  

減：其他應收賬款呆賬撥備 (9,441) (9,463)
  

152,769 141,478
  

171,289 16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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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拉麵及相關產品之生產及銷售有關的客戶無信貸期或可自發出發票之日起獲得最多90日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零至90日）的信貸期，惟若干長期合作客戶之信
貸期可延至180日（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80日），而有關餐廳經營銷售
之客戶不獲提供信貸期。

根據發票日期（與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呈列貿易應收賬款（扣除預期信貸虧損）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9,767 13,988
31至60日 8,294 2,599
61至90日 413 1,602
91至180日 46 675

  

18,520 18,864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關連方（附註） 32,689 43,976
－第三方 52,289 73,542

  

84,978 117,518
  

應付薪金及福利 34,625 38,926
已收客戶按金 11,214 10,500
應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款項 28,428 30,360
應付可變租賃款項 17,100 9,190
其他應付稅項 10,804 9,292
其他 49,984 45,382

  

237,133 261,168
  

附註： 關連方為本集團若干聯營公司及重光克昭先生（本公司董事兼股東）或潘女士擁有控
股權益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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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60日（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60日）。以下為根
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62,130 89,825
31至60日 13,276 20,277
61至90日 1,372 1,051
91至180日 1,258 283
超過180日  6,942 6,082

  

84,978 11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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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本期間」），受國際環境複雜演變、國內疫情衝擊等超預
期因素影響，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但隨著國內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穩經濟一
攬子政策措施逐步落地生效，經濟運行總體呈現企穩回升態勢。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
佈，於本期間內，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人民幣562,642億元，同比增長2.5%（二零二一年同
期：12.7%）；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人民幣210,432億元，同比下降0.7%；全國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人民幣18,463元，比上年同期實際增長3.0%；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
上漲1.7%。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於本期間內，全國餐飲收入人民幣20,040
億元，同比下降7.7%。疫情加速外賣市場增長，智研諮詢資料顯示，截至2021年，中
國外賣市場規模達約人民幣9340億元，同比增長40.5%。同時，受外賣平台的帶動，我
國外賣用戶也呈大幅度增長，據iiMedia Research（艾媒諮詢）資料顯示，截止至2021年
底，中國外賣使用者規模已達5.4億人，外賣收入的佔比增長到餐飲總收入的21.4%。

隨著互聯網突飛猛進的發展和普及，「互聯網+」已成為一個時代趨勢。在獲取流量和持
續增長的雙重需求引導下，零售化成為餐飲發展新思路。目前餐飲是「線下堂食+線上外
賣」兩大場景為主，未來，「線下+線上+新零售」三大場景的組合模式將成為餐飲發展的
新標配。

二零二二年，面對國際環境複雜嚴峻和國內疫情衝擊等因素影響，本集團將繼續採取精
細化管理，嚴格控制食品品質安全。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優化會員系統，借助全新的會
員戰略提升會員複購率，加速數位化轉型，持續優化品牌戰略升級和致力推動內部組織
改革，在行業轉型的趨勢中更好地抓住發展機遇，為股東帶來更大的投資回報。



- 17 -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飲食業營商環境充滿挑戰，新冠病毒肺炎（「疫
情」）在中國內地及香港再度爆發、環球通賬上升、世界經濟放緩，本集團不斷調整營運
策略，以穩健持續經營為目標，並在穩健中找新方向。

疫情令本集團部份餐廳未能如常營運，導致收入下降，但固定開支如租金及薪金等則仍
需支付，對集團之盈利造成壓力，由於估計疫情仍會持續影響餐飲業，本集團將關閉經
營表現未如理想之門店，策略性減少門店數目，以減少疫情爆發時對現金流及盈利之負
擔。

在環球通賬高企下，本集團的存貨消耗成本佔營業額的比例約為26.7%，與去年同期之
27.1%比較只輕微下降，主要由於本集團不斷優化供應鏈，並在世界各地搜羅優質供應
商，以穩定價格供應原材料。集團亦於香港及中國內地設有六大生產基地，包括上海、
成都、天津、武漢、青島及東莞，在疫情期間，保證了本集團餐廳的食品品質、食品
安全及供應穩定。

本集團旗下現有餐廳669家，餐廳的有效營運全賴卓有成效的管理及強化的員工培訓，
並加強餐廳經理和區域督導的指導和培訓，通過不斷提升基層管理水準，提高每家餐廳
的營運效率。

本集團將密切關注市場狀況，迅速回應市場之變化並積極控制營運成本，調整營運策
略，以減低各負面因素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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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連鎖餐廳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及重要收入來源仍然為零售連鎖餐廳業務。於本期
間內，本集團餐廳業務收入錄得約人民幣628,250,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約人民幣
951,011,000元），佔本集團總收益約92.7%（二零二一年同期：約93.9%），較去年同期下
降約33.9%。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擁有669間連鎖餐廳，包括：

按省份劃分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

上海市 119 111 +8
北京市 39 43 -4
天津市 3 6 -3
廣東省（不含深圳市） 64 56 +8
深圳市 20 16 +4
江蘇省 78 86 -8
浙江省 72 81 -9
四川省 14 15 -1
重慶市 11 12 -1
福建省 12 14 -2
湖南省 13 12 +1
湖北省 14 16 -2
遼寧省 13 18 -5
山東省 43 46 -3
廣西省 16 17 -1
貴州省 3 4 -1
江西省 15 18 -3
陝西省 10 11 -1
雲南省 11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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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省份劃分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

河南省 9 16 -7
河北省 12 14 -2
安徽省 17 16 +1
新疆 2 2 –
海南省 4 6 -2
山西省 4 2 +2
內蒙古 4 6 -2
黑龍江省 12 12 –
寧夏 2 3 -1
吉林省 10 12 -2
西藏 0 1 -1
甘肅省 1 1 –
香港 20 22 -2
羅馬 1 1 –
芬蘭 1 1 –

   

總計 669 707 -38
   

按地區劃分：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

華北 136 162 -26
華東 286 291 -5
華南 151 146 +5
華中 94 106 -12
歐洲 2 2 –

   

總計 669 70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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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約為人民幣677,469,000元，較二零
二一年同期之約人民幣1,012,542,000元下降約33.1%。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本期間中國內
地及香港再度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因應疫情防控措施，本集團部
分餐廳被要求暫停營業或受到限制，導致收益減少。

存貨消耗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存貨成本約為人民幣181,140,000元，較
二零二一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74,547,000元下降約34.0%。於本期間，存貨成本佔營業額
的比率約為26.7%，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的27.1%下降0.4個百分點。儘管通脹高企，但由
於本集團盡力向不同供應商採購食材以確保食材的穩定供應及價格穩定，存貨消耗成本
佔營業額的比率保持相對穩定。

毛利及毛利率

受上述因素推動，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達到約人民幣496,329,000
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的約人民幣737,995,000元下降約32.7%。

本集團的毛利率由二零二一年同期的約72.9%上升至73.3%。

員工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員工成本約為人民幣211,016,000元，較
二零二一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65,160,000元下降約20.4%。員工成本佔營業額的比例由二
零二一年同期的26.2%上升至31.1%，此乃由於本期間暫停營業時仍然產生僱員薪酬所
致。

折舊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折舊約為人民幣187,855,000元，較二零
二一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95,716,000元下降約4.0%。由於餐廳數目減少，租賃折舊及固定
資產折舊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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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燃油及水電、耗料、廣告及促銷和特許費的開支。截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經營開支約為人民幣197,045,000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的
約人民幣236,939,000元下降約16.8%。餐廳數量減少導致其他經營開支全面下降。

以下載列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主要經營開支明細。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水電 35.0 46.1 -24.1
店舖及工廠管理費 29.9 29.2 +2.4
外賣平台配送服務費 20.3 21.9 -7.3
耗料及餐具 18.5 24.9 -25.7
物流開支 12.3 14.9 -17.5
特許經營開支 11.8 13.4 -11.9
可變租賃付款項下的租金開支 8.4 19.0 -55.8
廣告及促銷 6.7 7.6 -11.8
短期租賃項下的租金開支 5.9 1.3 +353.8
清潔費用 2.1 1.5 +40.0
銀行就信用卡款項收取的手續費 1.5 2.3 -34.8
維修及保養開支 1.5 2.6 -42.3
差旅開支 1.5 3.3 -54.6
顧問費用 0.6 0.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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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約為人民幣35,522,000元，較
二零二一年同期的約人民幣48,187,000元下降約26.3%。其他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物業租
金收入淨額及銀行利息收入分別減少約人民幣4,480,000元及約人民幣5,266,000元所致。
物業租金因市場狀況惡化及部分投資物業空置而減少，而銀行利息收入減少乃因實際存
款利率整體下降及銀行結餘減少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他收益及虧損錄得淨虧損約人民幣
56,301,000元，而二零二一年同期則錄得淨收益約人民幣13,919,000元。本期間虧損主
要是由於本期間被投資公司表現不佳及市場狀況惡化，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資
產及金融負債錄得公平值虧損淨額約人民幣21,713,000元，以及於聯營公司權益錄得減
值虧損約人民幣10,130,000元。此外，由於部分餐廳表現不佳，確認使用權資產以及物
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約人民幣26,74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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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12,715,000元，較二零二一
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5,933,000元下降約20.2%。

以下載列融資成本明細：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利息 634 1,277
租賃負債利息 12,081 14,656

  

12,715 15,933
  

融資成本減少乃由於銀行貸款減少，以及租賃負債利息減少乃由於門店數目及未來租賃
款項減少所致。

除稅前虧損

受前述因素影響，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除稅前虧損約人民
幣136,066,000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溢利人民幣86,228,000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受前述因素影響，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達約人民
幣106,513,000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溢利約人民幣49,65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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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維持穩健雄厚，銀行結餘約為
人民幣1,528,194,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527,538,000元），流動比
率為2.8（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78,862,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77,003,000元），故資產負債比率（以總貸款佔總資產之百分比列示）
為1.9（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

外匯風險

目前，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以人民幣計值及結算。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二
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及負債乃以相關集團公司之功能貨
幣計值，故本集團面臨之貨幣風險甚微。本集團並無設有任何貨幣對沖政策，亦無採
用任何對沖或其他工具以減低貨幣風險。然而，管理層將密切監察本集團之匯率波動風
險，並將於必要時採取適當措施減低因有關波動而可能造成之任何不利影響。

利率風險

由於本集團並無重大計息資產（已抵押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及現金除外），故本集團之收
入及經營現金流量大致上不受市場利率變動所影響。

信貸風險

本集團並無高度集中之信貸風險。計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貿易應收賬款、按金及其
他應收款項、銀行結餘及現金及已抵押銀行存款之賬面值反映本集團所面對有關金融資
產之最大信貸風險。本集團一般不會要求客戶提供抵押品。當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很有可
能會因客戶違約而蒙受損失時，則會就逾期結餘作出撥備。向零售客戶銷售產品乃以現
金或主流信用卡結算。本集團亦就租賃若干自營店向相關業主支付按金。管理層預期不
會因該等交易對手違約而產生任何虧損。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所有銀行結餘及已抵押銀行存款乃存放於中國內地及香港區內信譽良好、
頗具規模及並無重大信貸風險之銀行及金融機構。管理層預期不會因該等銀行及金融機
構違約而產生任何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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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額約為人民幣1,149,912,000元，流動比率
為2.8（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餐飲業務，大部分銷售均
以現金結算，因此本集團能夠維持相對較高的流動比率。

現金流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業務所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約為人民
幣99,978,000元，而本集團於同期錄得除稅前虧損約人民幣136,066,000元。該差額主要
是由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減值及折舊所致。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24,435,000元（二零
二一年同期：人民幣52,969,000元）。由於未來市場狀況不明朗，本集團正減慢開店進度。

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後，概無發生任何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造成影響的重大事
項。

持有的重大投資、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以及未來的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於回顧期間概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亦無任何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
或出售事項。除本公告所披露外，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並無批准其他重大投資或購入
資本資產的計劃。

餐廳經營的主要營運比率

中國香港 中國內地
二零二二年
一月至六月

二零二一年
一月至十二月

二零二一年
一月至六月

二零二二年
一月至六月

二零二一年
一月至十二月

二零二一年
一月至六月

可比店舖銷售增長 -18.7% 13.7% -1.0% -23.6% -0.9% +30.7%
人均開支 港幣100.6元 港幣98.4元 港幣94.0元 人民幣43.0元 人民幣43.5元 人民幣47.0元
每日餐枱週轉（每日次數） 3.2 4.0 3.9 2.3 3.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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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有適用之守則條
文，惟對於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有所偏離除外。根據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與
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須加以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目前，本公司並未遵
守守則條文第C.2.1條，即主席與行政總裁職位並未區分。儘管潘慰女士同時擔任主席及
行政總裁之角色，但已清楚界定兩者之間的職責分工，並以書面列載。總體而言，主席
負責監督董事會之職能及表現，而行政總裁則負責本集團業務之管理。該兩個職位均由
潘女士區別擔任。董事會認為，就本集團現階段之發展，主席及行政總裁由一人同時兼
任可為本公司提供穩固而一致的領導，並能為商業決定及策略作出有效而迅速的計劃及
實施，故現階段，有關偏離被視為合理。董事會亦認為，鑒於董事會已作出適當授權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的席位超過三分之一）職能的有效分配，因此，目前之架構並
不影響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權力及授權之均衡分佈。然而，本公司之長遠目標為
當物色到合適人選時，將由不同人士擔任上述兩個職位。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文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規定標準」）。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並得到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任錫文先生、路嘉星先生及
王金城先生組成，已審閱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已討論有關審核、風險管
理及內部監控，以及財務申報事項。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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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僱員酬金及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7,982名僱員（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9,451名僱
員），大部分為於本集團中國連鎖餐廳工作的人員。僱員人數將視乎需要而不時變動，
其酬金也將根據業內慣例釐定。

本集團定期檢討僱員的酬金政策及整體酬金。除退休金計劃及內部培訓課程外，僱員可
根據其表現而獲授酌情花紅及╱或購股權。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總酬金約為人民幣211,016,000元（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265,160,000元）。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02元（港幣2.40仙））。

刊發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適時派發予全體本公司股東，
並於本公司網站www.ajisen.com.hk及www.ajisen.com.cn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
站www.hkexnews.hk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潘慰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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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潘慰女士、潘嘉聞先生及伍美娜女士；非執行
董事重光克昭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路嘉星先生、任錫文先生及王金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