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概要中期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

粵海啤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
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內」）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
核，惟已獲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安永會計
師事務所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253,772 286,987

銷售成本 (153,571) (192,983)

毛利 100,201 94,004

其他收入 23,089 20,249

銷售費用 (71,139) (45,335)

管理費用 (29,330) (32,672)

經營溢利 2,3 22,821 36,246

財務費用 4 (5,411) (16,26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
之虧損 (2,925) (2,531)

除稅前溢利 14,485 17,448

稅項 5 (3,040) (7,26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
前溢利 11,445 10,187

少數股東權益 (1,362) 1,843

股東應佔淨溢利 10,083 12,030

每股盈利 6

－基本 0.8仙 1.0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1) 編 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會計
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二十五號「中期財務
報告」編製而成，惟本公司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中若
干過度性條款，並未編製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現金流轉表比較數字。

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
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
告相同，惟以下會計實務準則於編製本期之簡明綜合
財務報告中首次採納：

會計實務準則
第九號（經修訂）：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會計實務準則
第十四號（經修訂）：租約

會計實務準則
第二十八號： 準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會計實務準則
第三十號： 企業合併

會計實務準則
第三十一號： 資產減值

會計實務準則
第三十二號： 綜合財務報告和對附屬公司

投資之會計處理

(2) 分 類資料

本集團以經營地區及主要業務劃分之營業額及經營
溢利分析如下：

營業額 經營溢利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地區分類：

中國大陸 238,407 280,568 35,278 46,516
香港 15,365 6,419 (12,457 ) (10,270 )

253,772 286,987 22,821 36,246

按主要業務分類：

貨品銷售 249,749 282,334 22,985 36,080
經營餐廳、酒吧
及其他相關
服務之收入 4,023 4,653 (164 ) 166

253,772 286,987 22,821 36,246

(3) 經 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56,754 56,042
可再用包裝物攤銷 5,159 8,695
利息收入 (986) (1,484)
增值稅豁免 (18,585) (18,042)

(4) 財 務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帶息銀行貸款 4,065 8,683
其他貸款 1,346 7,584

5,411 16,267

(5) 稅 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香港 130 －
中國大陸 2,910 7,261

3,040 7,261

期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作出香
港利得稅撥備（二零零零年：無）。本公司在中國大陸
營運的一間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則根據適
用於該附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稅率計算。

本集團於本期末，並無任何未予準備之重大遞延稅項
（二零零零年：無）。

(6) 每 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方法乃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淨溢
利 10,083,000港元（二零零零年：12,030,000港元）和本
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1,250,000,000（二零零零
年：1,250,000,000）股得出。

由於沒有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呈列為反映全部尚未行
使購股權獲行使後，而計算之有關期間內攤薄後每股
盈利。

(7) 中 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零年：無）。

業務回顧

業務經營概況

上半年國內啤酒行業的市場競爭仍十分激烈。金威
啤酒的主要市場為深圳及廣東省，目前區內的各種
啤酒品牌普遍以低價格作為競爭策略，加上廣東地
區今年雨水較往年頻密，金威啤酒上半年的銷售情
況較為嚴峻。金威啤酒上半年銷售 72,000噸，較上年
同期減少 11.4%，未經審核的綜合營業額為 2.54億港
元，減少 11.6%。雖然營業額有所下降，但有效的成本
控制使期內的毛利率提高至 39.5%。未經審核的綜合
股東應佔淨溢利錄得 1,008萬港元，較上年同期下降
16.2%，每股盈利 0.8港仙，扣除財務費用、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溢利 (EBITDA)為 8,181萬港元。

本集團仍以國內銷售為主，上半年，國內銷售佔本
集團營業額的 93.9%。在積極開拓香港市場下，金威
啤酒上半年在香港的銷售較去年同期有顯著增長，
其銷售佔本集團營業額的比例由去年同期的 2.2%增
至本年上半年的 6.1%。本集團的產品結構與去年相
若。

經營及財務費用

為提昇金威啤酒品牌的知名度及開拓市場，本集團
在上半年投入的廣告、促銷等推廣費用較上年同期
有所增加，使整體銷售費用增加 2,580萬港元；由於
管理層致力控制及節約各項開支，管理費用較上年
同期減少 334萬港元；財務費用減少 1,086萬港元，原
因為銀行及股東貸款持續下降和部份少數股東貸款
利息獲得減免。

現金及債務情況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財政狀況繼續
保持穩健，手持現金約 8,400萬港元，較上年底減少
約 9,200萬港元，主要用作償還各項債務；期內已償
還直接控股公司粵海投資有限公司之股東貸款約
9,800萬港元和銀行貸款約 6,100萬港元，使總負債和
少數股東權益比總資產比率由年初的 32.3%續步降
低至 25.8%。於期內，本集團已清還所有美元及馬克
債務。由於本集團的經營收入以人民幣為主，因此
可免除因債務而引起之外㶅風險。

餘下未償還的銀行債務全部為人民幣貸款，利率以
人民銀行公佈的貸款利率為準。本集團會致力尋找
借貸成本及其他條件最優厚的資金來源。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資產抵押
予任何債權人及沒有錄得任何或然負債。

聯營公司－琥珀啤酒

琥珀啤酒上半年銷量約 11萬噸，但由於啤酒價格持
續低企，上半年山東琥珀啤酒廠仍錄得虧損。目前
管理層正積極為琥珀啤酒尋找適合的買家，惟所有
商討仍屬初步階段，倘有進一步的資料，本公司將
按上市規則之規定及時作出適當的披露。

於期內，本集團並沒有收購或出售任何附屬公司或
聯營公司。

人力資源

本集團現聘用約 962名員工，上半年薪酬總額為 2,300

萬港元。本集團一向致力提高員工的素質和生產效
率，除經常安排內部培訓課程外，亦鼓勵員工參加
外間之專業培訓計劃。集團提供各樣基本福利予員
工，而員工的年終獎勵政策則與企業之效益掛漖。

業務展望

啤酒之銷售向來皆受季節性影響，下半年是啤酒市
場的旺季，本集團將採取更積極的銷售策略，爭取
下半年的銷售有良好的增長。上半年本集團積極開
拓香港市場，增強銷售隊伍，在各媒介投放大量的
廣告，香港的營業額較上年同期上升 139%。展望下
半年的銷售可繼續維持增長，但由於香港特區政府
將啤酒從價稅由 30%增加至 40%，令成本增加，來自
香港的溢利貢獻將受到相應的影響。

縱然中國大陸啤酒市場的競爭已進入白熱化的階
段，本集團經過一系列的內部調整和市場銷售網絡
的整合後，已具備足夠的條件與其他市場參與者競
爭，董事會對本集團的業務發展前景仍充滿信心。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本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於本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最佳應用守則，惟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但
彼等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值告退及可於本公司
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

董事會已根據最佳應用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該委
員會定期就審計的性質及範圍，內部監控系統的效
用以及條例的遵守等作出檢討。

於聯交所網頁刊載的業績公佈

載有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6(1)段至 46(6)段規定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 核 詳 細 業 績 ， 將 於 適 當 時 間 在 聯 交 所
(www.hkex.com.hk)網頁上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江國強

香港，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