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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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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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D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味丹國際（ 控股）有限公司

（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317）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196,085 173,936 12.7%

毛利 38,022 30,827 23.3%

期內溢利 10,382 5,894 76.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0,367 5,884 76.2%

每股基本盈利 0.68美仙 0.39美仙
每股攤薄盈利 0.68美仙 0.39美仙
擬派每股中期股息 0.272美仙 0.194美仙
已付及擬派每股股息總額 0.272美仙 0.194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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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味丹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
去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

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2,607 164,595
使用權資產 5,022 4,914
無形資產 2,262 2,096
長期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208 3,711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4,765 4,903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6,864 180,219

流動資產
存貨 116,612 91,665
應收貿易賬款 4 36,968 30,298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1,550 11,337
應收有關連人士款項 582 862
結構性銀行存款 1,565 7,982
短期銀行存款及抵押銀行存款 355 21,8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6,133 42,359

流動資產總值 213,765 206,320

資產總值 390,629 386,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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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
股本 15,228 15,228

儲備 289,605 285,832

304,833 301,060

非控股權益 225 210

權益總額 305,058 301,27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11,592 13,986

租賃負債 2,689 2,818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86 2,134

退休福利責任 1,494 1,460

非流動負債總額 17,461 20,39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5 9,414 6,96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7,598 20,665

應付有關連人士款項 3,155 1,358

銀行借貸 35,327 32,373

租賃負債 385 199

即期所得稅負債 2,231 3,313

流動負債總額 68,110 64,871

負債總額 85,571 85,269

權益及負債總額 390,629 386,539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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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3 196,085 173,936
銷售成本 7 (158,063) (143,109)

毛利 38,022 30,827

其他收益－淨額 6 581 152
銷售及分銷開支 7 (11,814) (11,784)
行政開支 7 (13,389) (11,008)

經營溢利 13,400 8,187

財務收入 350 278
財務支出 (157) (361)

財務支出－淨額 8 193 (83)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除稅後虧損 (138) (200)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455 7,904
所得稅開支 9 (3,073) (2,010)

期內溢利 10,382 5,894

以下各方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0,367 5,884
－非控股權益 15 10

10,382 5,8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以美仙列示） 10 0.68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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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期內溢利 10,382 5,894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匯兌差額 446 (57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0,828 5,316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813 5,306

－非控股權益 15 10

10,828 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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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
明綜合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告中一般包括之所有附註類型。因此，其應與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
務報表及味丹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中期報告期間作出之任何公開公佈一併閱讀。

中期期間之所得稅按照適用於預期年度總盈利之稅率累計。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a)所述者外，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中所述之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一致。

(a) 以下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強制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採納，但並
無對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之編製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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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新冠肺炎相關租金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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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下為已頒佈但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亦無提前採納之新準
則及準則之修訂本。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的新冠肺炎 

相關租金寬免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修訂本）

小範圍修訂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年度改進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作業準則
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修訂本）
會計估計定義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修訂本）
源自單一交易的資產及負債之 

相關遞延稅項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香港詮釋第5號 

（二零二零年）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貸人對包含按要求
償還條文之有期貸款之分類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釐定

本公司董事正在評估採納上述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之財務影響。本公司董事將於該等
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生效時予以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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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已確定為全體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之政策及資料以評核表現及分
配資源。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者所審閱並用於作出策略決定之資料呈列營運分部業績。此等資料
包括分部收益、分部資產及資本支出。

主要營運決策者從地理層面考慮業務。以營運分部為基準呈報資料時，分部收益以客戶所在
地區劃分。分部資產及資本支出則以資產所在地劃分。

(i) 分部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越南 88,526 81,259

日本 32,379 32,051

中國 31,095 21,534

美國 13,551 13,012

台灣 12,071 9,981

東盟成員國（不包括越南） 13,855 12,239

其他地區 4,608 3,860

收益總額 196,085 173,936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196,085 17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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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資本支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越南 7,034 20,839

中國 201 175

7,235 21,014

資本支出乃根據資產所在地而分配至各分部。

資本支出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

(iii) 總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越南 328,565 332,475

中國 44,198 46,246

香港 16,167 4,942

台灣 1,206 2,648

新加坡 235 98

柬埔寨 258 130

390,629 386,539

總資產乃根據資產所在地而分配至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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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收貿易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第三方貿易賬款 37,318 30,660

減：虧損撥備 (350) (362)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36,968 30,298

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期通常介乎貨到付現至90天。本集團可向若干客戶授出較長信貸期，而
其受限於信貸評估之滿意結果。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
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0至30天 25,234 20,880

31至90天 10,156 8,292

91至180天 1,606 284

181至365天 22 829

365天以上 300 375

37,318 3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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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之虧損撥備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簡化方法計量預期信貸虧損，為所有應收貿易賬款採用全
期預期虧損撥備。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應收貿易賬款之期末虧損撥備與期初虧
損撥備之對賬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虧損撥備 362 488

於期內簡明綜合收益表中確認之虧損撥備減少 (12) (35)

期末虧損撥備 350 453

5 應付貿易賬款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如
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0至30天 8,921 5,515

31至90天 486 1,448

91至180天 – –

181天以上 7 –

9,414 6,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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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15 (9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49 (28)

廢料銷售 140 130

政府補助 58 3

結構性銀行存款之公平值收益 75 64

其他 144 81

其他收益－淨額 581 152

7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及行政開支所包括之開支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存貨及已用消耗品變動 127,705 115,921

無形資產攤銷 57 57

使用權資產攤銷 161 167

核數師薪酬 137 15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142 9,573

僱員福利開支 21,938 19,589

存貨減值撥回 – (19)

應收貿易賬款虧損撥備之撥回（附註4） (12) (35)

短期租賃付款 31 22

技術支援費 1,670 1,503

差旅開支 825 767

交通開支 5,781 3,784

廣告開支 2,051 1,920

其他開支 13,780 12,498

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及行政開支總額 183,266 16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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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務支出－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財務收入：
－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50 278

財務收入 350 278

財務支出：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118) (317)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39) (44)

財務支出 (157) (361)

財務支出－淨額 193 (83)

9 所得稅開支

溢利之稅項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內扣除之所得稅金額指：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企業所得稅 3,521 2,392

遞延所得稅 (448) (382)

3,07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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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10,367,000美元（二零二零年：5,884,000美元）除以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1,522,742,000股（二零二零年：1,522,742,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並無攤薄工具，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
股基本盈利相同。

11 股息

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7,040,000美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3,259,000美元）已於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八日宣派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予以支付。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董事會已議決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272美仙（二零二零年：0.194美
仙）。此項中期股息為數4,152,000美元（二零二零年：2,947,000美元）並未於本中期簡明綜合財
務資料中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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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一、 業務總覽

在2020年全球經濟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衝擊而嚴重衰退的低基期之下，
2021年全球經濟出現增長的機會將提升，但不宜過度樂觀。在變種病毒感染人
數激增、封鎖措施重新啟動、疫苗效力的不確定性等重大不利因素之下，各國
經濟邁向復甦之路仍然充滿挑戰。

2020年，越南政府成功遏制疫情爆發，境外資金大舉湧入，進出口貿易總額約
為5,439億美元，貿易順差達約191億美元，創2016年以來最高。同時，越南盾對
美元的匯率自去年以來一直保持穩定，有效抑制通貨膨脹，消費物價指數(CPI)

同比增長3.23%，達成低於4%的目標。然而，越南經濟因第四波疫情爆發而再次
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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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上半年營收達約1 9 6 , 0 8 5 , 0 0 0美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 2 . 7 %或增加約
22,149,000美元。營收增長的主要原因除了越南在上半年的銷售氛圍較去年熾
熱外，集團的主要產品中，變性澱粉及麥芽糖受惠於原料成本漲幅趨緩，能源
成本下降，加上持續開發新產品，帶動整體營收與毛利；味精因製作過程改善
使效率提升，帶動今年毛利較去年上升；特化產品中，蘇打因受市場低價競爭
及疫情影響需求量，致售價與和獲利顯著下滑。然而，因鹽酸的成本降低、而銷
售量及售價均提高，特化產品整體的營收與毛利較去年增加；肥飼料產品則著
重在整合通路與調整產品結構，致力發展高毛利產品。此外，集團其他產品中
的咖啡與大宗食材，因銷售策略奏效，銷售量明顯增加，帶動營收大幅增長。
集團整體毛利率由2020上半年的17.7%上升至19.4%，毛利為約38,022,000美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約7,195,000美元；淨利率則由2020年同期3.4%增長至5.3%，淨
利約為10,382,000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5,894,000美元。集團於本期之營收與
利潤均錄得增長，主要由於部分原料漲幅趨穩，同時增加高附加價值產品之銷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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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為應對疫情最為成功的幾個國家之一，長期經濟增勢穩定。在中美貿易戰
的機遇中，成為不少企業轉移生產基地的目標，且積極響應區域經貿整合，如
與英國、歐盟、中國等發達經濟體簽訂自由貿易協議(FTA)、跨太平洋夥伴全面
進步協定(CP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等多個自由貿易區域聯盟，
有利整體發展。可是，越南自4月底起因變種病毒流入社區，導致第四波疫情
爆發。加上疫苗不足及接種率低，北越地區於5月爆發疫情，更於6月擴散至胡
志明及南越各省。在各地政府實施社交距離措施下，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長為
5.64%，低於2018年及2019年同期增長率（分別為7.05%及6.77%）。今年6月越南
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由5月的53.1%下降至44.1%，代表國內生產業務正在縮
減。疫情爆發令大部分工廠需要暫時停業，導致產量與訂單雙雙萎縮，工作量
亦明顯減少。由於需求下降，廠商亦難以提升產品出售價格。目前，製造業仍面
臨原材料及運輸費用上升之壓力。今年上半年貿易收支由去年同期的順差（ 59

億美元）轉為逆差（15億美元）。

2021年上半年越南整體經濟維持穩定，但第四波疫情爆發所出現的影響，包括
最近採取之社交距離措施令消費意慾下降，國內生產縮減，貿易收支出現逆
差，FDI增長不如預期等，令均越南經濟復甦充滿變數。然而，越南的授信維持
成長，通脹率保持在低水平，及其製造業務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越
南遏制疫情的速度，特別是疫苗接種率，將為下半年經濟增長之關鍵。在經濟
刺激措施的支持下，越南第三季經濟有望出現明顯變化，而新出口訂單將協助
越南下半年貿易收支轉為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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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業分析

（一） 市場銷售分析

單位：千美元
2021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差異

國家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越南 88,526 45.1% 81,259 46.7% 7,267 8.9%

日本 32,379 16.5% 32,051 18.4% 328 1.0%

中國 31,095 15.9% 21,534 12.4% 9,561 44.4%

東盟國家 13,855 7.1% 12,239 7.0% 1,616 13.2%

美國 13,551 6.9% 13,012 7.5% 539 4.1%

其他 16,679 8.5% 13,841 8.0% 2,838 20.5%

合計 196,085 100.0% 173,936 100.0% 22,149 12.7%

1. 越南市場

越南為本集團第一大市場，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營收約為88,526,000

美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增加約7,267,000美元或8.9%，營收佔比由
46.7%降至45.1%。期內越南市場營收增加，主要因味精與變性澱粉根
據市場變化而調整售價，並強化庫存控管與提升生產效率，有效推升
銷售量與營收。同時，期內集團致力以整合銷售通路與調整肥飼料產
品結構，帶動銷售單價與營收增長，整體銷售量雖然下滑，但獲利卻
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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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市場

日本為集團第二大市場，期內由於疫情反覆，影響經濟復甦前景，導
致味精消費市場萎縮，售價與銷售量同時減少，營收隨之下滑。變性
澱粉受到市場接受，銷售量增加。集團持續深化新客群與跨界應用，
積極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擴大產能來帶動成本下降，致整體營收與
獲利略有增長。期內營收約為32,379,000美元，較2020上半年增加約
328,000美元或1.0%，佔集團營收由18.4%降至16.5%。

3. 中國市場

期內中國市場營收約為31,095,000美元，較2020上半年增加約9,561,000

美元或44.4%，營收佔比由12.4%增至15.9%。中國市場期內營收大幅增
加，主要因中國區所代理之貿易產品與咖啡豆等，在強化產品組合與
精耕銷售渠道之下提升了產業鏈之間的發展與合作，致營運規模成長
策略奏效，銷售量與營業額表現亦顯著增長。但味精因應市場競爭而
調整售價，致營業額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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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東盟市場

本期東盟市場（除越南之外）營收約為13,855,000美元，較2020年同期
增加約1,616,000美元或13.2%，佔集團總營收由7.0%提升至7.1%，主
要因味精、變性澱粉與肥飼料產品之銷售量與營收略為增長。東盟市
場為本集團持續積極開發之重點市場，期能發揮產業優勢，以核心產
品拓展其他業務，建立更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深耕銷售通路，以創
造突破性的銷售成績。

5. 美國

美國市場期內營收約為13,551,000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約539,000

美元或4.1%，而營收佔比由7.5%降為6.9%。期內業績增長主要因有機
麥芽糖與高階變性澱粉產品之市場需求增加，帶動售價與銷售量表
現，營業額隨之上漲。對於獲利貢獻顯著，本集團已掌握關鍵核心技
術，整合生產價值鏈，持續開發功能性產品，以滿足客戶需求及提高
產品競爭力，未來銷售表現值得期待。

6. 其他市場

其他市場主要為台灣、韓國及歐盟市場，期內合計營收約為
16,679,000美元，較2020年增加約2,838,000美元或20.5%，佔集團總營
收由8.0%增至8.5%，主要因變性澱粉與肥飼料之市場需求增加，致營
業額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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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品銷售分析

單位：千美元
2021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差異

項目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味精+調味料 115,862 59.1% 111,978 64.4% 3,884 3.5%

變性澱粉+ 

天然澱粉+ 

麥芽糖 36,000 18.4% 30,223 17.4% 5,777 19.1%

特化產品 10,535 5.4% 9,199 5.3% 1,336 14.5%

肥料與飼料 14,957 7.6% 11,881 6.8% 3,076 25.9%

其他 18,731 9.5% 10,655 6.1% 8,076 75.8%

合計 196,085 100.0% 173,936 100.0% 22,149 12.7%

1. 味精與調味料

期內味精與調味料相關產品營收約為115,862,000美元，較2020年增加
約3,884,000美元或3.5%。雖然中國、日本、美國與歐洲市場之經濟活
動與市場需求疲弱，加上同業價格競爭，致銷售量與營收同時明顯下
滑；即使今年疫情仍未平息，但業績略為增長主要因去年基數較低，
相較之下而略顯增加。雖然越南、中國、東盟與其他市場之銷售表現
較去年為佳，但整體的味精和調味料相關產品之營業額減少，營收佔
比由2020年的64.4%降至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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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性澱粉╱天然澱粉╱麥芽糖

變性澱粉、天然澱粉與麥芽糖產品於期內因木薯原料價格持續回穩，
計畫性採購策略應用得當，且有機產品需求明顯增長，整體銷售與獲
利上升，營收約為36,000,000美元，較2020年增加約5,777,000美元或
19.1%，集團總營收由17.4%增至18.4%。因高階產品需求增加，帶動變
性澱粉在日本、美國市場銷售量與營收大幅增長。另外，麥芽糖因越
南市場之有機糖漿新客群與新應用增加，推動售價與銷售量，營業額
隨之增加。集團持續積極開發高附加價值新產品，深化與全球領先企
業的合作領域，未來獲利潛力值得期待。

3. 特化產品與肥飼料

特化產品包括鹽酸、蘇打、漂白水均於越南銷售。期內需求較去年
上升，使銷售量增加。特化產品營收期內合計約為10,535,000美元，
較2020年增加約1,336,000美元或14.5%，佔集團總營收由5.3%上升至
5.4%。期內蘇打產品因受同業低價競爭影響，售價根據市場交易情
形而調整，致銷售量與營業額雖增加，但毛利下滑。鹽酸產品售價則
依產量與市場需求而修訂，致期內銷售量、營收與獲利均有可觀的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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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產品方面，期內各產品銷售量雖然減少，但獲利大幅增加。主要
受疫情與氣候影響，整體市場需求趨緩，但集團積極投入新規格產
品，有效開發新客戶與改善產品結構，並推動漲價策略，伴隨營收與
獲利增長。集團將繼續推廣高附加價值專用肥料產品，並積極開發新
銷售渠道。集團肥飼料產品營收達約14,957,000美元，較2020年增加
3,076,000美元或25.9%，佔集團總營收由6.8%增至7.6%。

4. 其他產品

其他產品營收約為18,731,000美元，較2020年增加約8,076,000美元或
75.8%，佔集團總營收由6.1%增至9.5%。期內業績增長主要因中國區
所代理之咖啡與大宗食材產品銷售量明顯增加，透過強化產品的深
度與廣度及增加不同產品種類，以滿足市場對同類產品的不同需求，
從而帶動營業額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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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原料╱能源概況

（一） 木薯

2019/2020年產季泰國、越南、柬埔寨等主要產地種植面積已逐步恢復，但
由於全球疫情持續，消費市場需求疲軟，致木薯與澱粉原料價格漲幅較
2019年趨緩。但木薯產業持續面臨諸多考驗，木薯病害、替代農作物競爭、
劇烈氣候變化、市場規模供需等因素，致價格波動漲跌不一。集團將持續
強化長期的策略性供應商聯盟，快速掌握原料來源，穩定供應鏈採購成
本。

2021上半年產季泰國、越南、柬埔寨等主要產地之產量平穩，而越南在上
半年的總出口量增加了15%。上半年國際消費市場需求強勁，導致木薯與
澱粉原料價格上漲。為快速掌握原料來源控制採購成本，集團加強開發更
多新的供應源並已取得成效。

（二） 糖蜜

2019/2020年產季初期，主要糖產區產量不佳，糖蜜產量也持續下降，全
球糖市供應量短缺。但在疫情發生後國際食糖格局發生變化，供給逐步
重回過剩時代，供需缺口端的變化，致使糖價先漲後跌再反彈上行。進入
2020/2021年產季，國際糖業組織(International Sugar Organization)報告指
出，預期市場將進入後疫情時代，消費需求強烈恢復，全球糖市供應缺口
約350萬噸。儘管兩個最大的生產國巴西、印度產量增長，但仍受極端氣候
困擾、燃料乙醇消耗量急劇增加及動物飼料市場吃緊等因素影響，致使糖
蜜的產量不甚樂觀；預估2021/2022全球糖產量僅小幅增加，所以價格將可
能持續堅挺。集團將持續觀察國際糖蜜市場變化動態，積極開發更多新的
供應源，以確保原料來源供應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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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源

2020年全球煤炭產量同比減少6.5%，由於初期受疫情影響，使得煤炭消耗
量偏低，煤炭生產恢復快於耗用需求，市場對需求端的擔憂導致煤炭價格
大幅下滑，後期由於煤炭減產供給下降，煤炭價格回調轉而持續上漲。國
際石油與天然氣價格亦因疫情震盪走低，市場需求疲軟，全球各大能源供
應商紛紛削減油汽探勘規模。國際能源署(IEA)報告指出，2020年全球能源
需求總量下降5%，預計疫苗將不會很快逆轉疫情對全球原油需求所造成
的衝擊。雖然預計2021年國際油價有望看漲，國際天然氣市場開始復甦，
但諸多方面增速低於預期，價格波動最大風險是需求再次放緩和供應相應
增加。集團持續關注掌握能源產業變動，彈性規劃因應對策。

在電價方面，越南政府為對受疫情影響的企業或單位度過難關，自2020年
起實施了電價減免政策，並持續改造電力升級工程，以滿足疫情過後復工
復產之用電需求。集團使用汽電共生發電系統，有效確保電力供應穩定，
故以自產電力為主，外購電力成本的調降對集團影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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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務回顧

（一） 流動資金與財政資源

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銀行短期存款和結構性銀行存款約為48,053,000

美元，較2020年底減少約24 ,105 ,000美元，約 -33 .4%。短期借款約為
35,327,000美元，較2020年底增加約2,954,000美元，約9.1%；中長期借款約
為11,592,000美元，較2020年底減少約2,394,000美元，約-17.1%。借款總額
約為46,919,000美元，較2020年底增加約560,000美元或約1.2%。借款以美
元為主，佔97.7%，其餘為新台幣佔2.3%。

應收貿易帳款約為36,968,000美元，較2020年底增加約6,670,000美元，約
22.0%，30天期內應收帳款佔比為67.6%。存貨總額約為116,612,000美元，
較2020年底增加約24,947,000美元，約27.2%。

因借款及股東權益都稍為增加，資本負債比（總借款比股東權益）為
15.4%，與2020年底的15.4%約當；由於現金高於借款，淨資本負債比（總借
款扣除現金和存款比股東權益）為-0.4%，低於2020年的-8.6%。期內，因短
期借款增加導致流動負債增長，流動比率因此由2020年底之3.2降為3.1，速
動比率由2020年底之1.8%降為1.4%，集團財務結構仍保持穩定狀態。

（二） 資本支出

期內資本支出共約為 7 , 2 3 5 , 0 0 0美元，較 2 0 2 0年上半年資本支出約
21,014,000美元減少約為13,779,000美元，主要為越南子公司前兩年度之擴
建案與各項專案陸續完成，本期除延續執行之款項，並無重大資本支出新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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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匯率

越南近年來充足的外匯存底有助越盾幣值穩定，同時越南政府在匯率政
策上不實施貨幣貶值來刺激出口，致使在疫情衝擊下，越盾表現相對新
加坡、印尼、泰國等主要東協經濟體強勢。越南國家銀行公佈的中心匯率
2021年上半年升值0.8%，由2020年底平均23,237越幣╱美元，升值至2021

年上半年平均的23,045越幣╱美元。各界預測越南2021年將延續出口增長
趨勢，保持貿易順差態勢，通脹仍控制在較低水準，整體宏觀經濟穩定，越
盾將保持穩健。

集團中國區子公司主要以中國國內銷售為主，交易以人民幣計算。專家預
期2021年人民幣雖然有升值壓力，但仍保持較高彈性，整體走勢相較其他
主要貨幣穩健，集團將持續關注人民幣與美元幣值之間的匯率變動。

（四） 每股盈利及股息

本期每股基本盈利為0.68美仙。董事會決定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272美仙，
派息率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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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展望

2020年的新冠肺炎給全世界各方面帶來深遠的衝擊，但隨著疫苗研製成功及更
多財政刺激政策，全球經濟有望在2021年走向復甦。但新變異病毒感染人數激
增、能源原料煤炭與糖源原料糖蜜及貨櫃運費於下半年之單價大幅成長，或維
持高價狀態，經營成本的提升，將不可避免之經營變數。

雖然集團將面對前所未見的經濟環境與變數，集團將持續提升整體營運的靈活
度，調整業務組合與商業模式，強化組織運作以提高管理效率，積極開發新品
並提升生產規模，更加重視貼近客戶與消費者的需求，改善彈性成本結構與產
業鏈整合，落實組織既定的行動方案，創造新成長動能以期提高獲利能力。主
要重點工作與方向，略述如下：

• 擴展產品線與優化產品組合，將現有代理產品進行局部改造，推出一系列
的延伸商品，逐漸發展出多種口味。同時增加高功能與高附加價值產品的
佔比，以增強市場佔有率與產品銷售利潤。

• 積極拓展新通路與新市場，針對不同市場尋找具相同產品需求的客戶與消
費者，調整產品定位與銷售方式，尋求合作夥伴來擴大市場規模，強化品
牌定位與競爭優勢，以提升集團業績表現。

• 持續精進生產技術與提升生產效率，同時發展客製化產品，改善經營管理
技術，掌握關鍵技術以提升核心競爭力，達到提高品質與降低成本的相乘
效益。

• 掌握大宗原料市場行情變動趨勢，積極尋求原料替代方案，致力與國內外
供應商維持長期合作關係，有效執行採購策略，以確保原料供應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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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競合策略增強產品與服務價值，透過越南生產基地，持續發展東盟
市場及與越南有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市場，並於集團內互相支援，
發揮核心優勢擴展集團事業版圖。

• 加速策略聯盟或異業合作，有效整合資源共同開發市場，強化研發功能跨
越技術門檻，推動集團升級轉型，拓展新產品之經營，擴大經營規模與經
營績效。

• 建置戰鬥型組織及專責策略小組，提升各單位組織效率，尋找業務需求之
產品或代理品，及具成本競爭力廠商，開發客戶需求及產品項目，達到擴
增營收、利潤與規模之綜效。

• 加速導入電子化與資訊系統，進行大數據的管理及應用，取得即時回饋資
訊，優化業務流程，理解客戶並提出更好的應對策略。

• 運用財務管理以運籌帷幄，持續管控資金調配策略，同時提高資產營運效
率，並在全球金融市場動盪之際，降低匯率、利率、價格的市場風險。

展望下半年局勢不容樂觀，集團經營仍面對相當的困難，然而經由集團已制定
的經營策略，配合已深耕國內外市場的力度與深度，已建立的銷售網路等成
果，加上越南廠多種產品的出口力度優勢，以及全體員工風雨同舟齊心面向挑
戰，集團仍具信心，除可克服相關困難外，將發揮集團營運綜效，再造成長佳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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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272美仙。中
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六日以港元支付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名列本
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中期股息將按香港銀行公會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所報
之美元兌港元匯率1.00美元兌7.7625港元換算，即每股2.1114港仙。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五）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概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為
符合資格收取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尚未登記的本公司
股份持有人須不遲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將所有過戶文
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經本公司具體查詢所有董事後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報告期
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
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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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報告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條文（以下守則條文除外）。

就《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周年大會。董事會主
席楊頭雄先生，因業務關係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周
年大會。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和慣例，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和
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
綜合財務資料。自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起，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包括本公司四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中期合併財務資料已經由本
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
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審核委員會已審閱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刊登中期報告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報告，當中載有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之全部相關資料，該報告
並會分別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vedaninternational.com)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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