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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四日）

2 金威啤酒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
執行董事
𢔰旭全（主席）
江國強（董事總經理）
梁劍琴（財務總監）

非執行董事
許寶忠
韓禎豐
Sijbe HIEMSTRA
趙雷力
羅蕃郁
何林麗屏
吳嘉樂

獨立非執行董事
Alan Howard SMITH
葉維義
席伯倫

公司秘書
黃建昕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主要往來銀行
荷蘭合作銀行
渣打銀行
深圳發展銀行

股東時間表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2006年10月26日及27日
中期股息： 每股1.5港仙
派發日期： 2006年11月28日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干諾道中148號
粵海投資大廈
19樓A1室
電話： (852) 2165 6262
傳真： (852) 2815 2020

股份登記及過戶總處
Butterfield Fund Services (Bermuda) Limited
Rosebank Centre
11 Bermudiana Road
Pembroke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股份資料
上市地點：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股份代號： 124
每手買賣單位： 2000股
財政年度年結： 12月31日

網址
http://www.kingwaybeer.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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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變化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啤酒銷售量，噸 295,000 216,000 +36.6%

毛利，千港元 277,066 237,051 +16.9%

本期溢利，千港元 70,756 81,372 -13.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5.1 5.8 -12.1%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溢利，千港元 139,606 135,795 +2.8%

平均單位售價，每噸港元 2,237 2,391 -6.4%

平均單位成本，每噸港元 1,298 1,293 +0.4%

毛利率 42.0% 45.9% -3.9%

淨利潤率 10.7% 15.8% -5.1%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比率 1.0倍 1.8倍 -44.4%

負債比率 1 3.7% 淨現金 +3.7%

總資產值，千港元 2,680,052 2,477,988 +8.2%

每股資產淨值，港元 1.37 1.33 +3.0%

期末僱員人數 1,915 1,663 +15.2%

附註：

1 負債比率=（帶息貸款－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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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威啤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比較數
字。本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獲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
所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659,963 516,363

銷售成本 (382,897) (279,312)

毛利 277,066 237,051

其他收入及收益 8,969 8,944
銷售及分銷費用 (169,958) (130,596)
管理費用 (38,961) (30,316)
融資成本 3 (1,445) －

除稅前溢利 4 75,671 85,083

稅項 5 (4,915) (3,711)

本期溢利 70,756 81,372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1,082 80,607
少數股東權益 (326) 765

70,756 81,372

中期股息 6 (20,946) (20,934)

每股盈利 7
－基本 5.1仙 5.8仙

－攤薄 5.0仙 5.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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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39,081 1,693,329
預付土地租賃款 147,054 143,460
可再用包裝物 77,690 55,443
遞延稅項資產 10,584 9,000

非流動資產合計 2,174,409 1,901,232

流動資產
存貨 172,849 123,827
應收賬項及票據 8 51,517 50,38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5,577 20,951
衍生金融工具 10 3,198 －
已抵押及受限制銀行存款 17,239 7,98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25,263 373,612

流動資產合計 505,643 576,756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票據 9 (141,776) (69,502)
應付稅項 (5,576) (2,302)
應付增值稅 (10,317) (5,474)
應付股息 (34,889)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248,422) (239,620)
衍生金融工具 10 － (97)
帶息銀行貸款 (44,460) －
欠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6(b) (698) (1,363)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6(b) (23,076) (4,651)
欠一位附屬公司少數權益
持有者款項 16(b) (2,593) (2,566)

流動負債合計 (511,807) (325,575)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6,164) 251,18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68,245 2,15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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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帶息銀行貸款 (251,940) (296,400)
遞延稅項負債 (2,773) (2,574)

非流動負債合計 (254,713) (298,974)

資產淨值 1,913,532 1,853,439

股東權益
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已發行股本 11 139,557 139,557
儲備 13 1,732,656 1,658,516
建議股息 20,946 34,889

1,893,159 1,832,962

少數股東權益 13 20,373 20,477

股東權益合計 1,913,532 1,853,439



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續）

7中期報告 2006

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的股東權益合計 1,853,439 1,670,599

期內股東權益變動：

匯率調整 13 20,931 (563)
現金流量對沖淨收益 10 3,295 －

直接列於股東權益之總收入及支出 24,226 (563)

本期溢利 13 70,756 81,372

本期收入及支出合計 94,982 80,809

已分派股息 － (27,911)

已宣派股息 (34,889) －

已宣派予一位少數權益持有者股息 13 － (3,138)

於六月三十日的股東權益合計 1,913,532 1,720,359

期內收入及支出合計分配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95,086 80,049
少數股東權益 (104) 760

94,982 8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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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淨額 142,858 82,917

投資業務現金流出淨額 (291,302) (339,763)

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2,871) (4,38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淨額 (151,315) (261,23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73,612 497,812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2,966 381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25,263 236,96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分析
現金及銀行存款 194,973 119,977
在存款時於三個月內到期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30,290 116,983

225,263 23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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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1. 會計政策
本集團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編
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經審核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本期財務報表首次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外地業務的淨投資」。採納該修訂對本
集團的會計政策和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計算方法沒有重大影響。

於往年，本集團的可再用包裝物乃按直線法分三年攤銷，經本公司董事重新評估本集團之
可再用包裝物的估算可使用年期及經濟利益的預期規律後（已考慮現時的業務環境及狀
況），將其估算可使用年期由3年修訂為4年。此會計估算的變更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
無追溯地生效，此會計估算的變更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攤銷支出及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淨溢利分別減少5,241,000港元（未扣除增加之稅項支出303,000港
元）及增加4,875,000港元。會計賬內攤銷支出的減少對本集團的遞延稅項沒有影響，因此
會計估算的變更已應用於計算本集團的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溢利。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分類資料按地區分類為主要呈報基準。由於本集團之所有業務為生產、分銷及銷
售啤酒，所以沒有呈報按業務分類之資料。各地區分類之詳情概要如下：

(a) 中國大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或「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除外）從事生產、分
銷及銷售啤酒；

(b) 海外及香港：於台灣、澳門及香港從事分銷及銷售啤酒；及

(c) 企業：負責在香港提供企業服務給予中國大陸地區和海外及香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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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2. 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釐訂地區分類時，收益按客戶之地區歸納到相應之類別而資產按所在之地區歸納
到相應之類別。

跨地區交易主要為於中國大陸地區分類銷售啤酒，其交易的條款由本集團釐訂。

按地區分類
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地區分類之收益及業
績。

中國大陸 海外及香港 企業 抵銷 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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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626,895 485,529 33,068 30,834 － － － － 659,963 516,363
跨地區銷售 10,274 8,815 － － － － (10,274 ) (8,815 )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5,376 5,539 42 － 1,483 － － － 6,901 5,539

合計 642,545 499,883 33,110 30,834 1,483 － (10,274 ) (8,815 ) 666,864 521,902

分類業績 64,872 77,958 12,192 12,631 (2,016 ) (8,911 ) － － 75,048 81,678

利息收入 2,068 3,405
融資成本 (1,445 ) －

除稅前溢利 75,671 85,083
稅項 (4,915 ) (3,711 )

本期溢利 70,756 8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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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3.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五年內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7,739 －
現金流量對沖的公平價值收益
（由股東權益轉撥）（附註10） (4,868) －

2,871 －
減：已資本化的利息 (1,426) －

1,445 －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列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50,933 40,345
預付土地租賃款列支 1,838 1,132
可再用包裝物攤銷 9,719 9,235
利息收入 (2,068) (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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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本期－香港 2,134 2,211
本期－中國大陸：
本期支出 4,549 2,469
以前期間多提數 (435) －

遞延 (1,333) (969)

本期內之稅項支出合計 4,915 3,711

本期已就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作出香港利得稅
撥備。中國大陸及其他地方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已按照當地適用的稅率及法律法規計算。

根據中國的稅法，本集團若干成立於中國大陸之附屬公司可享有稅務優惠，在頭兩個獲利
年度企業所得稅可完全豁免及往後三個獲利年度企業所得稅獲得減半。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深圳金威啤酒釀造有限公司享有50%稅務優惠。截
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深圳金威啤酒釀造有限公司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金威啤酒（東莞）有限公司（「金威東莞」）獲豁免繳
納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金威東莞尚未錄得累計應課稅溢利，
故尚未開始使用稅務優惠期。

因金威啤酒（汕頭）有限公司、金威啤酒（天津）有限公司、金威啤酒（西安）有限公司及金
威啤酒集團（成都）有限公司自成立以來尚未錄得累計應課稅溢利，故稅務優惠期尚未開
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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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6. 股息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四日的本公司董事會會議上，本公司董事決議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二零零五年：1.5港仙）予股東。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及攤薄盈利的計算方
法乃基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者應佔溢利，用於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及攤薄盈利 71,082 80,607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於本期已發行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 1,395,568,000 1,395,568,000

攤薄的效應－假設有攤薄效應的購股權無償
行使而應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 15,380,570 12,665,884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1,410,948,570 1,408,23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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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8. 應收賬項及票據
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條款乃以現金或信貸形式進行。對以信貸形式進行交易之客戶而言，
發票通常須於發出日後三十至一百八十天內支付。本集團已為客戶訂下信貸上限。本集團
嚴格控制其尚未償還應收款項，以盡量減輕信貸風險。高層管理人員會經常審查逾期餘額。
鑒於上述情況及本集團之應收賬項內存有大量分散的客戶，信貸風險不會過份集中。應收
賬項不帶利息，其賬面值約相等於其公平價值。

於各自結算日，以付款到期日為基準之本集團應收賬項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20,664 23,358
三個月至六個月 129 237
六個月至一年 105 166
超過一年 954 873

21,852 24,634
減：減值 (575) (693)

應收賬項 21,277 23,941
應收票據 30,240 26,445

51,517 5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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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9. 應付賬項及票據
以發票日期為基準之本集團應付賬項及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08,642 65,617
三個月至六個月 1,693 1,486
六個月至一年 262 431
超過一年 2,188 1,968

應付賬項 112,785 69,502
應付票據 28,991 －

141,776 69,502

應付賬項為免息及一般於三十天內償還。應付賬項的賬面值約相等於其公平價值。

10.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跨貨幣利率掉期合約金額 3,198 (97)

跨貨幣利率掉期合約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同。

跨貨幣利率掉期合約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本集團持有一份跨貨幣利率掉期合約，合約票面金額
為38,000,000美元（約等於296,400,000港元），用作對沖本集團銀行貸款之用，根據掉期
合約，本集團：

(i) 由掉期合約生效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到期日收取以浮動年利率倫敦銀
行同業拆息加0.413%計算的利息及支付在假定金額上以固定年利率1.96%計算的利
息；及

(ii) 按掉期合約內訂明分六期收取以美元為貨幣單位的貸款本金38,000,000美元及以1美
元兌8.08人民幣的兌換率支付人民幣等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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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10. 衍生金融工具（續）

現金流量對沖
商議掉期合約條款時，其條款與銀行貸款之條款相對應，銀行貸款之現金流量對沖為有效
率及其包含於對沖儲備內之淨公平價值收益為3,295,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無）：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包含於對沖儲備之總公平價值收益 8,163 －
由對沖儲備轉入之公平價值收益
並確認於損益表內（附註3） (4,868) －

現金流量對沖淨收益 3,295 －

11. 已發行股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2,000,000,000（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0）普通股每股面值0.10港元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395,568,000（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95,568,000）普通股每股面值0.10港元 139,557 139,557

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法定股本及已發行股本沒有
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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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12. 購股權計劃
本期內，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已發行而未行使的購股權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 於購股權
一月一日及 授出日之

參與者類別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之 購股權之 本公司股份
或姓名 之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購股權之行使期限# 行使價** 收市價***

港元 港元
董事

葉旭全先生 2,000,000 26-05-2003 27-08-2003至26-08-2008 0.84 0.79
7,000,000 06-02-2004 07-05-2004至06-05-2009 1.93 1.90

江國強先生 2,000,000 26-05-2003 27-08-2003至26-08-2008 0.84 0.79

Alan Howard SMITH 300,000 26-05-2003 27-08-2003至26-08-2008 0.84 0.79
300,000 06-02-2004 07-05-2004至06-05-2009 1.93 1.90

葉維義先生 300,000 26-05-2003 27-08-2003至26-08-2008 0.84 0.79
300,000 06-02-2004 07-05-2004至06-05-2009 1.93 1.90

12,200,000

其他

前任董事 400,000 26-05-2003 27-08-2003至26-08-2008 0.84 0.79
400,000 06-02-2004 07-05-2004至06-05-2009 1.93 1.90

僱員（合共） 4,500,000 26-05-2003 27-08-2003至26-08-2008 0.84 0.79
12,000,000 06-02-2004 07-05-2004至06-05-2009 1.93 1.90

17,300,000

29,500,000

* 購股權歸屬期由授出日期起至行使期限開始當日止。

** 購股權之行使價在供股或紅股發行或本公司股本發生其他類似變動時可予以調整。

*** 本公司股份於購股權授出日之收市價指該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一營業日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之收市價。

# 倘購股權之可行使期之最後一日於香港並非營業日，則購股權之可行使期於該日前一個營業日下午五時
零一分（香港時間）到期。

於結算日後，共有800,000股本公司之購股權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六日獲得行使，本公司因
此發行了800,000股普通股，新增股本80,000港元及股份溢價1,02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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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13. 儲備

股份 外匯波動 企業發展 少數股東
溢價賬 資本儲備 對沖儲備 儲備 基金 # 儲備基金 # 保留溢利 合計 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974,705 13,824 － 245 216 38,111 454,773 1,481,874 21,257

本期溢利 － － － － － － 80,607 80,607 765
由保留溢利轉入 － － － － － 11,786 (11,786 ) － －
宣派二零零五年中期股息 － － － － － － (20,934 ) (20,934 ) －
宣派予一位少數權益
持有者股息 － － － － － － － － (3,138 )

匯率調整 － － － (558 ) － － － (558 ) (5 )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974,705 13,824 － (313 ) 216 49,897 502,660 1,540,989 18,879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974,705 13,824 (97 ) 34,528 216 50,003 585,337 1,658,516 20,477

本期溢利 － － － － － － 71,082 71,082 (326 )
由保留溢利轉入 － － － － － 14,953 (14,953 ) － －
宣派二零零六年中期股息 － － － － － － (20,946 ) (20,946 ) －
現金流量對沖淨收益 － － 3,295 － － － － 3,295 －
匯率調整 － － － 20,709 － － － 20,709 222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974,705 13,824 3,198 55,237 216 64,956 620,520 1,732,656 20,373

# 根據合營企業之相關法規，本集團在中國大陸註冊之附屬公司，已將其部份利潤轉撥至有使用限制之企
業發展基金及儲備基金內。由保留溢利轉撥之金額由該附屬公司之本公司董事會決定。該等基金不可作
分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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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14. 經營租賃協議
本集團通過經營租賃協議租用之若干辦公室物業，商談之物業租賃期為期一至兩年（二零
零五年：一至兩年）。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有關土地及樓宇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應付之未來最
低租金總額按年期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342 228

15. 資本性承擔
除了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十四中詳列的經營租賃承擔外，本集團於結算日有以
下的資本性承擔：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性承擔：

已訂約但未列賬 397,191 177,684
已獲批准但未訂約 354,411 453,070

751,602 63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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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16. 相關人仕交易
(a) 與相關人仕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與同系附屬公司之交易：
向廣州麥芽有限公司採購麥芽 51,833 62,890
向寧波麥芽有限公司採購麥芽 40,669 1,436
向永順泰（昌樂）麥芽有限公司採購麥芽 7,968 －
向Global Head Developments Limited租賃
辦公物業 171 171

(b) 結欠相關人仕的餘額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結欠餘額：
直接控股公司 698 1,363
同系附屬公司 23,076 4,651
一位附屬公司少數權益持有者 2,593 2,566

(c) 本集團之關鍵管理人員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傭福利 1,397 2,338
僱傭後福利 333 315
基於股權的報酬 － －

關鍵管理人員總報酬 1,730 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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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17.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六日，共有800,000份本公司之購股權獲行使，詳情載列於本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告之附註十二。

18. 訴訟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Baligold Developments Limited（「Baligold」）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提出訴訟，向第一被告Best Concepts Consultants Limited
（「BCCL」）及第二被告華中（亞洲）投資有限公司（「CCAI」）追討（其中包括）根據日期為
二零零二年八月九日關於出售CCAI（持有山東華中琥珀啤酒有限公司50%權益）全部股份
予BCCL的買賣協議（「該協議」）及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八月七日的補充協議（「該補充協
議」）項下的尾期款項12,230,000港元（「尾期款項」）及相關利息及要求BCCL執行根據該
補充協議提供全部CCAI的股份抵押。另外，Baligold向CCAI的申索亦包括其沒有償還
35,650,000港元的貸款而造成的損失，該貸款在該協議完成後應獲得Baligold有條件地豁
免。

由於未能確定透過法律訴訟可以向BCCL及CCAI追討的款項數目，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四年
的綜合損益表內對尾期款項作出7,000,000港元的撥備。CCAI所欠的35,650,000港元貸款
已在二零零三年的賬目內全數撥備。本公司董事認為已在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內就相
關應收餘款作出足夠撥備。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BCCL 及CCAI就Baligold遺約而造成的損失向Baligold提出反申索。

截至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通過之日期止，上述訴訟仍在進行中。

本公司董事於考慮法律顧問的意見後，認為該反申索沒有理據，對本集團並沒有重大不利
的影響。

19. 中期財務報表之審批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四日獲得本公司董事會審批及授權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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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金威啤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按 貴公司之指示，已審閱載於第4頁至第21頁的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及核數師各自之責任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以符合上市規則中相關的規定及
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告。中
期財務報告由董事負責，並由董事核准通過。我們的責任是根據審閱工作的結果，對中期財務
報告作出獨立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的業務約定書條款，僅向作為法人團體的董事會報
告。除此之外，本報告概不作其他用途。我們並不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
任何責任。

審閱工作
我們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核數準則第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的聘任」進行審閱，
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向管理層作出查詢及分析中期財務報告，並據此評估財務報告中所依據的
會計政策是否貫徹運用，以及賬項編列是否一致，賬項中另有說明的特別情況則除外。審閱不
包括內部控制測試及資產、負債和交易驗證等審核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審核少，所給予
的保證程度也較審核低，因此，我們不會對中期財務報告發表審核意見。

審閱結論
根據這項不構成審核的審閱工作，我們並不察覺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財務報告需作出任何重大修改。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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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及主要經營指標
本公司董事會謹向各股東報告，金威啤酒上半年總銷量295,000噸（二零零五年：216,000噸），
較上年同期增加36.6%。綜合收入6.60億港元（二零零五年：5.16億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27.9%。上半年毛利2.77億港元（二零零五年：2.37億港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增長16.9%。本
期未經審核之綜合溢利為7,076萬港元（二零零五年：8,137萬港元），較上年同期減少13.0%。
每股基本盈利5.1港仙（二零零五年：5.8港仙），較上年同期減少12.1%。扣除利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溢利1.40億港元（二零零五年：1.36億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2.8%。

上半年金威啤酒的銷售情況頗理想，啤酒銷售量的增幅超過36%。本期溢利較上年同期低的主
要原因是在新市場採用進取的擴張政策使平均噸酒售價下降、新廠房開始營運使折舊支出增
加、錄得融資成本及深圳金威啤酒二廠開始繳納企業所得稅等因素影響。

業務經營情況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的主要經營業務仍然是生產及銷售金威啤酒，銷售地區主要是中
國廣東省。其中於汕頭、東莞、廣州、珠三角等地區的銷售量取得了較理想的增長。

本集團位於東莞的啤酒廠已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份投產，運作良好。於去年已投產位於汕頭的啤
酒廠和本年投產位於東莞的啤酒廠自上半年已對本集團提供盈利貢獻。位於天津的啤酒廠已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份投產，金威啤酒於天津地區的銷量增長開始有較大增幅。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本集團於四川省成都市開始興建一家年產能達200,000噸的新啤酒廠，預
計於二零零七年年中投產，為金威啤酒在西南地區的發展推進了一步。

財務回顧
上半年能源價格平均較上年同期錄得增幅，但通過「陽光工程」公開招標統一採購使部份包裝
物料的成本下降，減低成本上漲的壓力，平均每噸啤酒的銷售成本1,298港元（二零零五年：
1,293港元），與上年同期相約。

由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集團在品牌宣傳方面加大投入，並且積極拓展天津、西安、成都等新
市場及建立分銷網絡，銷售及分銷費用較上年同期上升29.8%，達1.70億港元（二零零五年：
1.31億港元）。因銷量增長使平均每噸酒耗用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為576港元（二零零五年：
605港元），較上年同期減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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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上半年管理費用為3,896萬港元（二零零五年：3,032萬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28.5%，主要是
金威東莞和天津啤酒廠投產的管理費用增加及西安和成都啤酒廠於興建期錄得開辦費用引致。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年底借入一筆3,800萬美元的銀行貸款，二零零六年上半年融資成本淨額
為144萬港元（二零零五年：無）。

財務資源及資金流動性
本集團於本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2.43億港元（其中包括已抵押及受限制銀行存
款0.17億港元），資金分佈為美元佔4.2%、歐羅佔8.0%、港元佔5.1%及人民幣佔82.7%。本期
內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淨額為1.43億港元。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來自經營業務所產生的現金流入理想，由於新啤酒廠的工程進度較預期快，
提早佔用了部份資金，使流動比率有所下降。隨著新啤酒廠興建工程及配合未來的發展，本公
司現正與銀行磋商，擬適當增加長期貸款，預算可於本年度內簽訂貸款協議。本集團於本年六
月三十日並無任何或然負債記錄。負債比率為3.7%，財務結構穩健。

資本性開支
於二零零六上半年，本集團的資本性開支相關的現金流出為 2.82億港元（二零零五年：
3.01億港元），主要在天津、西安及成都用於興建新啤酒廠。預算下半年用於建設工程的資本開
支將較上半年為多。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1,915名僱員（二零零五年：1,347名）。本集團亦會因
應業務表現、市場慣例及市況向僱員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以表揚其作出之貢獻。此外，本
集團亦會根據集團本身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而發放酌情花紅。

展望
本集團位於西安及成都的新啤酒廠興建進度理想，預算分別將於二零零六年底及二零零七年
中投產。當此兩間啤酒廠投產後，屆時本集團的啤酒年產能力將達150萬噸。本集團將致力在
包括西安及成都等地區在內的新市場投入資源，盡速建立金威啤酒的分銷網絡，積極配合新工
廠的投產。

雖然新啤酒廠的投入在短期內影響本集團的業績，但通過本集團廣大員工的共同努力及周密
的市場策略部署，金威啤酒的品牌知名度正日益擴大，按目前金威啤酒的發展勢頭，本集團的
管理層對公司未來的市場擴張、銷售量及經營業績感到樂觀，並對公司的發展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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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而須 (i)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包
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本公司董事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載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或 (iii)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如下：

I. 股份

(i) 本公司

權益類別／ 所持股份 好倉／ 持股百分比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數目 淡倉 約數

江國強 個人 300,000 好倉 0.0215%
梁劍琴 個人 46,000 好倉 0.0033%
羅蕃郁 個人 70,000 好倉 0.0050%
何林麗屏 個人 80,000 好倉 0.0057%
吳嘉樂 個人 134,000 好倉 0.0096%

備註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目為1,395,568,000股。

(ii) 粵海投資有限公司

權益類別／ 所持股份 好倉／ 持股百分比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數目 淡倉 約數

梁劍琴 個人 200,000 好倉 0.0033%
趙雷力 個人 200,000 好倉 0.0033%
何林麗屏 個人 1,500,000 好倉 0.0249%
吳嘉樂 家族* 18,000 好倉 0.0003%

* 由吳嘉樂先生之配偶持有

備註 :粵海投資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目為6,022,248,071股。

(iii)粵海制革有限公司

權益類別／ 所持股份 好倉／ 持股百分比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數目 淡倉 約數

羅蕃郁 個人 70,000 好倉 0.0134%

備註 :粵海制革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目為524,154,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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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購股權

(i) 本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一月一日 一月至六月 支付 行使購股權 一月至六月 六月三十日

持有 期間授予之購股權 行使購股權 購股權的 時須支付之 期間已行使 持有 好倉／

董事姓名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授出數目 之期限* 總代價 每股價格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淡倉

（日／月／年） （日／月／年） （港元） （港元）

𢔰旭全 2,000,000 － － 27/08/2003－ 1 0.84 － 2,000,000 好倉

26/08/2008

7,000,000 － － 07/05/2004－ 1 1.93 － 7,000,000 好倉

06/05/2009

江國強 2,000,000 － － 27/08/2003－ 1 0.84 － 2,000,000 好倉

26/08/2008

Alan Howard 300,000 － － 27/08/2003－ 1 0.84 － 300,000 好倉

SMITH 26/08/2008

300,000 － － 07/05/2004－ 1 1.93 － 300,000 好倉

06/05/2009

葉維義 300,000 － － 27/08/2003－ 1 0.84 － 300,000 好倉

26/08/2008

300,000 － － 07/05/2004－ 1 1.93 － 300,000 好倉

06/05/2009

* 倘購股權之可行使期之最後一日於香港並非營業日，則購股權之可行使期於該日前一個營業日下午
五時零一分（香港時間）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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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購股權（續）

(ii) 粵海投資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一月一日 一月至六月 支付 行使購股權 一月至六月 六月三十日

持有 期間授予之購股權 行使購股權 購股權的 時須支付之 期間已行使 持有 好倉／

董事姓名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授出數目 之期限* 總代價 每股價格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淡倉

（日／月／年） （日／月／年） （港元） （港元）

𢔰旭全 7,000,000 － － 11/02/2002－ － 0.5312 － 7,000,000 好倉

10/02/2007

9,000,000 － － 08/11/2002－ － 0.814 － 9,000,000 好倉

07/11/2007

6,000,000 － － 05/03/2003－ 1 0.96 － 6,000,000 好倉

04/03/2008

3,000,000 － － 08/08/2003－ 1 1.22 － 3,000,000 好倉

07/08/2008

3,000,000 － － 07/05/2004－ 1 1.59 － 3,000,000 好倉

06/05/2009

何林麗屏 900,000 － － 05/03/2003－ 1 0.96 900,000 － －

04/03/2008

1,500,000 － － 08/08/2003－ 1 1.22 － 1,500,000 好倉

07/08/2008

1,500,000 － － 07/05/2004－ 1 1.59 － 1,500,000 好倉

06/05/2009

1,000,000 － － 25/08/2004－ 1 1.25 － 1,000,000 好倉

24/08/2009

* 倘購股權之可行使期之最後一日於香港並非營業日，則購股權之可行使期於該日前一個營業日下午
五時零一分（香港時間）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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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購股權（續）

(iii)廣南（集團）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一月一日 一月至六月 支付 行使購股權 一月至六月 六月三十日

持有 期間授予之購股權 行使購股權 購股權的 時須支付之 期間已行使 持有 好倉／

董事姓名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授出數目 之期限* 總代價 每股價格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淡倉

（日／月／年） （日／月／年） （港元） （港元）

梁劍琴 － 09/03/2006 200,000 09/06/2006－ 1 1.66 － 200,000 好倉

08/03/2016

趙雷力 － 09/03/2006 200,000 09/06/2006－ 1 1.66 － 200,000 好倉

08/03/2016

羅蕃郁 － 09/03/2006 200,000 09/06/2006－ 1 1.66 － 200,000 好倉

08/03/2016

* 倘購股權之可行使期之最後一日於香港並非營業日，則購股權之可行使期於該日前一個營業日下午
五時零一分（香港時間）到期。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的權益或淡倉權益而須：(i)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本公司董事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載入本公司存
置的登記冊；或 (iii)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本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其控股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或相聯法團概無訂立
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年齡在十八歲以下之子女，藉著透過收購本公司
或其他機構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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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2及3分部，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須向本公司披露其擁有的股份或相
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載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

佔本公司
所持 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證券類別 股份數目 好倉／淡倉 百分比約數

廣東粵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註1） 股份 1,033,768,000 好倉 74.08%

粵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 1,033,768,000 好倉 74.08%
（「粵海控股」）（註1）

Heineken Holding N.V. 股份 1,033,768,000 好倉 74.08%
（「Heineken HNV」）（註2及3）

股份 299,264,280 淡倉 21.44%

Heineken N.V. 股份 1,033,768,000 好倉 74.08%
（「Heineken NV」）（註2及3）

股份 299,264,280 淡倉 21.44%

Heineken International B.V. 股份 1,033,768,000 好倉 74.08%
（「Heineken IBV」）（註2及3）

股份 299,264,280 淡倉 21.44%

星獅有限公司 股份 1,033,768,000 好倉 74.08%
（「星獅」）（註2及3）

股份 299,264,280 淡倉 21.44%

亞太投資私人有限公司 股份 1,033,768,000 好倉 74.08%
（「亞太投資」）（註2及3）

股份 299,264,280 淡倉 21.44%

亞太釀酒有限公司 股份 1,033,768,000 好倉 74.08%
（「亞太釀酒」）（註2及3）

股份 299,264,280 淡倉 21.44%

喜力亞太釀酒（中國） 股份 1,033,768,000 好倉 74.08%
私人有限公司
（「喜力亞太釀酒中國」）（註2及3） 股份 299,264,280 淡倉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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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a) 廣東粵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於本公司之應佔權益乃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粵海控股（前稱廣東控股有限
公司）持有。

(1)(b) 1,033,768,000股當中包括：(i) 734,503,720股由粵海控股實益持有，(ii) 165,496,280股為粵海控股透過
衍生工具而持有的權益及 (iii) 133,768,000股為粵海控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8條被視為擁有的權
益。

(2)(a) 1,033,768,000股當中包括：(i) 299,264,280股由喜力亞太釀酒中國實益持有及 (ii) 734,503,720股為喜
力亞太釀酒中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8條被視為擁有的權益。

(2)(b) 此外，如上之註(2)(a)所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Heineken HNV、Heineken NV、Heineken IBV、星獅、
亞太投資及亞太釀酒各自均被視為擁有喜力亞太釀酒中國於1,033,768,000股本公司股份相同之權益。

(3) 299,264,280股之淡倉，乃根據粵海控股與喜力亞太釀酒中國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訂立的一項股
份購買協議授予粵海控股的優先認購及其他權利而產生，根據該協議，粵海控股可在指定的情況下，購
買喜力亞太釀酒中國於本公司的股份。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概無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
政人員除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
司披露其擁有的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載入本公司存
置的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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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跟從及遵守於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於上巿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本公司
於進行個別查詢後，所有本公司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
符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九月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本公司董事會所採納審核委員會
之職權範圍與管治常規守則一致。審核委員會之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維義先生（審
核委員會主席）、Alan Howard SMITH先生及席伯倫先生。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閱本
公司的財務報告及本集團的內部控制及危機管理系統是否完整、準確及公正。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本公司董事會就薪酬委員會所採
納之職權範圍與管治常規守則一致。薪酬委員會之成員包括葉旭全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
許寶忠先生、葉維義先生、Alan Howard SMITH先生及席伯倫先生。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其
中包括向董事會提出對本公司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建議，確定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
人員的薪酬組合，檢討及批准彼等按表現釐定之薪酬及就離職而應付之補償金。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表
及中期報告。另外，本公司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亦已審閱該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表。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之上巿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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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市規則第十三章13.21條作出披露
本公司與一家銀行就為期48個月最多38,000,000美元之貸款簽訂一份貸款函件（「該貸款函」），
內容要求本公司之控股股東粵海控股及／或主要股東喜力亞太釀酒中國履行特別義務。該貸
款函其中包括一項條件要求粵海控股及／或喜力亞太釀酒中國須於任何時間合共直接或間接
持有不少於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51%。若違反上述條件，將構成該貸款函的違約事件，
而上述貸款便會立即變成到期及須即時償還。

於結算日，上述貸款未償還金額為38,000,000美元，最後一期還款於2009年11月到期。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二零零
五年：1.5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派發予於二零零六年十
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及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欲獲派發中期股息之股東，必須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下午四時正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葉旭全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