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業績
粵海啤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零一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93,052 543,922
銷售成本 (351,680 ) (332,691 )

毛利 241,372 211,231
其他收入及收益 34,034 43,880
銷售及分銷費用 (133,960 ) (133,586 )
管理費用 (36,504 ) (45,537 )
一間聯營公司的減值 － (5,600 )
一項投資的減值 (4,611 ) －

經營溢利 2, 3 100,331 70,388
財務費用 － (7,857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4,437 ) (13,424 )

除稅前溢利 95,894 49,107
稅項 4 (11,329 ) (12,067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84,565 37,040
少數股東權益 (6,562 ) (2,606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 78,003 34,434

股息 (25,000 ) (12,500 )

每股盈利
－基本 5 6.2仙 2.8仙

－攤薄 5 6.2仙 不適用

財務比率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毛利率 40.7% 38.8%
淨利潤率 13.2% 6.3%
流動比率 1.9倍 1.5倍
總負債與總資產比率 15.5% 16.0%
每股資產淨值 0.93港元 0.89港元

附註：
1. 採 納新增及經修訂的會計實務準則

本年度之財務報告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增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
‧ 會計實務準則第一號（經修訂） ： 「財務報表之呈報方式」
‧ 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一號（經修訂） ： 「外幣換算」
‧ 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五號（經修訂） ： 「現金流量表」
‧ 會計實務準則第三十三號 ： 「終止經營業務」
‧ 會計實務準則第三十四號 ： 「僱員褔利」

2. 分 類資料
按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根據各客戶的所在地點而劃分架構並獨立管理。本集團每個地區分類皆代表一個
提供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地區單元，其所承擔的風險及回報與其他地區分類不同。各地區分類之詳情
概要如下：
(a) 中國大陸：從事生產、分銷及銷售啤酒，以及經營餐廳、酒吧及其他相關服務；
(b) 海外及香港：於台灣、澳門及香港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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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大陸地區和海外及香港地區的業務。
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按地區分類收益、溢利及支
出之資料：
二零零二年

海外
中國大陸 及香港 企業 抵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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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028 54,024 － － 593,052
內部銷售 14,369 － － (14,369 ) －
其他收益 30,385 － － － 30,385

總額 583,782 54,024 － (14,369 ) 623,437

分類業績 88,927 15,900 (3,534 ) － 101,293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之收益 3,649
未分配之虧損 (4,611 )

經營溢利 100,331
財務費用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4,437 ) － － － (4,437 )

除稅前溢利 95,894
稅項 (11,329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84,565
少數股東權益 (6,562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 78,003

二零零一年
海外

中國大陸 及香港 企業 抵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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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225 35,697 － － 543,922
內部銷售 10,262 － － (10,262 ) －
其他收益 42,280 － － － 42,280

總額 560,767 35,697 － (10,262 ) 586,202

分類業績 71,876 8,285 (11,373 ) － 68,788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之收益 1,600
未分配之虧損 －

經營溢利 70,388
財務費用 (7,857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13,424 ) － － － (13,424 )

除稅前溢利 49,107
稅項 (12,067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37,040
少數股東權益 (2,606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 34,434

按業務分類
於本年內，本集團的業務為生產、分銷及銷售啤酒，並終止經營餐廳、酒吧及其他相關服務（「其他業
務」）的業務。由於其他業務對總收益和分類業績的貢獻及佔所有地區分類的總資產皆少於百份之十，
所以沒有呈報按業務分類的資料。

3. 經 營溢利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存貨的成本 351,680 332,691
折舊 82,479 111,839
可再用包裝物攤銷 6,667 11,523
利息收入 (1,261 ) (1,600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 (2,388 ) －
增值稅豁免 (24,908 ) (37,670 )

4. 稅 項
本年度已就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二零零一年：16%）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深圳金威
啤酒有限公司（「金威一廠」）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5%（二零零一年：15%）作出企業所得稅撥備。
深圳金威啤酒釀造有限公司（「金威二廠」）享有兩免三減半的企業所得稅的優惠，因自建廠以來至本
年度尚未有累計應課稅溢利，故仍未開始使用此稅務優惠。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香港 2,545 1,301
中國大陸 8,784 10,766

11,329 12,067
聯營公司：
中國大陸 － －

本年度之稅項 11,329 12,067

5. 每 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方法乃根據本集團本年度之股東應佔淨溢利 78,003,000港元（二零零一年：34,434,000
港元）和本年度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1,250,000,000（二零零一年：1,250,000,000）股得出。

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方法乃根據本集團本年度之股東應佔淨溢利 78,003,000港元計算，計算所用之股份
加權平均數為 1,254,191,136股，包括於本年度內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已發行股份 1,250,000,000股，加
上假設本年度內以認購價無償發行所有未行使的購股權，發行加權平均數 4,191,136股。

由於沒有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呈報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攤薄後每股盈利。

股息
董事會現建議派發二零零二年度末期息每股 1.0港仙。上述股息連同年度內已派發之中期股息
每股 1.0港仙，二零零二年全年合共派息每股為 2.0港仙（二零零一年全年每股派息 1.0港仙）。上
述二零零二年度末期息，如獲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通過，將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八日派發。

主席報告
業績
董事會謹向各股東報告，本集團二零零二年度業績錄得強勁增長，經審核之綜合股東應佔日常
業務淨溢利為 7,800萬港元，較二零零一年度的 3,443萬港元增長 1.27倍。每股基本盈利 6.2港仙，較
二零零一年度的 2.8港仙增長 1.21倍。

業務回顧
二零零二年是本集團銷量及業績均取得突破性發展及令人鼓舞的一年。二零零二年銷售啤酒
22.4萬噸，較二零零一年度的 16.1萬噸增加 6.3萬噸，增長 39.1%。本集團制定「細分市場、健全網絡、
精耕細作、直達終端」的市場營銷方針得以全面落實，是銷量突破性上升的關鍵。

於年內，本集團通過主辦、參與一系列的體育、文化、藝術活動，使金威啤酒與消費者的休閒、
娛樂生活結合一起，提高消費者對金威啤酒品牌的認知度、忠誠度。金威啤酒更被國家評為「中
國名牌」啤酒產品，盡顯金威啤酒在國內啤酒行業的地位。

在成本控制方面，本集團通過全面實施「陽光工程」公開招標，使每項招標採購均能為集團有
效減省成本費用。本集團通過對生產各項經濟指標技術的嚴格控制，噸酒生產成本創歷史最低
水平。

貫徹業績至上，效益至上的企業文化，建立以經濟利益與經營業績掛漖提成的激勵機制，充分
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了整體的工作效率。

出售不控股的虧損業務，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售華中（亞洲）投資有限公
司，即持有琥珀啤酒 50%權益的控股公司。往後本集團無需再攤佔琥珀啤酒的虧損，對本集團的
盈利有正面影響。

二零零三年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加強市場、品牌及營銷網絡的建設，建立與經銷商互信互利的戰略伙伴關
係，鞏固金威啤酒在深圳、珠三角的市場佔有率，同時加強金威啤酒在廣東省其他地區及港澳
台市場的推廣力度，使金威啤酒的銷量及業績在來年上一個新台階。

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尤其是珠三角的經濟快速發展勢頭，廣東省對啤酒需求日益增加，
本集團在銷售網絡、品牌、設備、技術及市場佔有率均有一定的優勢，管理層相信金威啤酒在廣
東省有一定的發展潛力。本集團將研究通過增加現有釀酒項目的持股比例、收購合併或投資建
廠的形式，以達至在廣東省投資擴張的戰略佈局。

基於本集團的擴張策略，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本集團以總代價約 7,070萬港元現金向金
威二廠的少數股東收購金威二廠 10%權益及其持有的股東貸款。

雖然廣東省啤酒市場競爭將更為激烈，本集團董事會和管理層有信心帶領全體員工努力拼博，
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

最後，本人謹藉此機會感謝廣大的投資者、消費者及經銷商在過去一年來對集團的大力支持，
及向集團全體員工年內之勤勞工作、忠誠服務及貢獻，深表謝意。

管理層之討論和分析
經營情況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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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威啤酒本年度總銷量 224,000噸（二零零一年：161,000噸），較二零零一年度增加 39.1%。
其中本年度的主導產品 12°金威啤酒、金威「純生」及金威「 2008」，分別佔總銷量的 45.4%、 7.0%
及17.1%。

本年度綜合營業額為 5.93億港元，較二零零一年度綜合營業額 5.44億增加 9.0%。營業額上升的主
要原因為市場營銷策略的制定得宜。國內銷售佔綜合營業額 90.9%，較上年同期增加 6.1%；海外
及香港銷售佔綜合營業額 9.1%，較上年同期上升 51.3%，海外及香港市場的銷售增幅明顯，反映
出多年來對海外及香港市場的培育工作初見成效，海外消費者對金威品牌已有一定認知度。

雖然本年度平均噸酒售價有所下降，但有效的成本控制及每噸酒的固定成本下降使期內的毛
利率從上年的 38.8%提高至 40.7%，管理層將繼續採取積極措施控制成本以維持金威啤酒的毛利
率水平。

經營及財務費用
本年度的宣傳推廣重點在於建立金威啤酒品牌知名度及形象，銷售及分銷費用為 1.34億港元，
與上年度相約，以每噸酒耗用的銷售及分銷費用計算則較上年同期下降 27.9%，顯示金威品牌已
廣為消費者認識及接受，增加了銷售及分銷費用的效益。本年度管理費用為 3,650萬港元，較二
零零一年度下降了 19.8%，反映本集團努力節約的成果。由於本集團已無任何帶息債務，本年度
並無錄得財務費用，財務費用較上年同期減少約 786萬港元。

稅務
位於深圳市羅湖區的金威一廠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起不再享有增值稅豁免，二零零二年此
項增值稅豁免為本集團帶來 2,491萬港元的收益。

位於深圳市寶安區的金威二廠享有兩免三減半的企業所得稅優惠，因本年度尚有累計虧損可
作扣稅，故仍未開始使用此稅務優惠。

資本性開支
本集團本年度的資本開支約為 2,600萬（二零零一年：980萬）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約 1.65倍，主
要為修整金威一廠的辦公樓、配套金威二廠包裝設備，及為金威一、二廠添置機器設備和可再
用包裝物。

財務資源及資金流動性
本集團於本年底之股東權益為 11.6億港元，財務狀況穩健。

本集團於年底的現金及銀行結存為 2.32億（二零零一年：7,460萬）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2.1倍。
本年底資金分佈為美元佔 22.9%、港元佔 14.0%及人民幣佔 63.1%，而於本年度經營業務所得現金
流入淨額為 1.64億港元。本集團現時的現金結存及日常經營業務所產生的現金流入充裕，完全
可以滿足業務經營及發展需要。

債務及或然負債狀況
本集團於年底並無任何銀行貸款，只欠附屬公司少數股東的無息貸款共 8,438萬（二零零一年：
8,818萬）港元。本集團於本年底並沒有將資產抵押予任何債權人及沒有錄得任何或然負債。

此外，總負債與總資產比率為 15.5%（二零零一年：16.0%），顯示本集團財務結構穩健。

人力資源
本集團現聘用約 925名員工，本年度薪酬總額為 5,699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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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提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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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五）起至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三）止（首尾兩
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欲獲派發建議之末期股息之股東，必須於二零零三
年六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
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刊登業績於聯交所網頁
本公司詳盡業績公佈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5(1)
至第 45(3)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會於聯交所網頁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𢔰旭全

香港，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一日

* 僅供識別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業績公佈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茲通告粵海啤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三十分假座香港灣仔駱克道 57-73號香港華美酒店地庫低層會議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便討
論及處理下列事項：
1. 省覽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及董事會與核數師

報告。
2. 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3. 重選告退董事及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4. 釐定董事最高人數及授權董事委任額外董事。
5. 重新委聘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6.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普通決議案（不論有否修訂）：

(A) 「動議：
(i) 在本決議案第 (ii)分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

（定義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權力，以配發及發行本公司股本中之額
外股份，以及作出或授予可能須於有關期間內或之後行使此等權力之售股建
議、協議及購股權；

(ii) 本公司董事依據本決議案第 (i)分段之批准而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
發（不論是否依據購股權）之股本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通過之日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 20%，惟依據配售新股（定義見下文）或本公司發
行之任何認股權證、可換股債券或其他證券或任何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證
券或任何購股權計劃或當時採納向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行政人
員及／或僱員及其他合資格人仕（如有）授出或發行股份或收購本公司股本
中股份之權利之類似安排所附之認購權或換股權之行使或根據本公司之公
司細則發行代息股份或配發股份以代替本公司股份全部或部份股息之類似
安排而配發者除外，而該批准亦須受此限制；及

(iii)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時起至下列最早日期之期間：

(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b)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須予

舉行期限屆滿之日；或
(c) 本決議案所載之授權經由在股東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

之日。
「配售新股」乃指本公司董事指定之期間內，向於指定紀錄日期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之股份持有人按彼等當時之持股比例提呈發售股份之建議（惟須
受董事就零碎股權或於考慮香港以外任何地區之任何法律限制或責任或任
何認可監管機構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規定後認為必要或權宜之豁免或其他
安排所規限）。」

(B) 「動議：
(i) 在下文第 (ii)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可於有關期間（定義

見 下 文）內 行 使本 公 司一 切 權 力，購回 本 公司 股 本 中 之已 發 行 股份（「股
份」），惟須遵守及按照所有適用法例與本公司之公司細則；

(ii) 本公司根據上述本決議案第 (i)段之批准獲准購回之股份面值總額不得超過
本決議案通過之日已發行股份面值總額 10%，而上述本決議案第 (i)段之批准
亦須受此限制；及

(iii)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時至下列最早日期之期間：

(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b)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須予
舉行期限屆滿之日；或

(c) 本決議案所載之授權經由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撤銷
或修訂之日。」

(C) 「動議待上文第 6(B)項決議案獲通過後，本公司根據上文第 6(B)項決議案所述本公
司董事獲給與之授權所購回之本公司股本之股份數目之面值總額，將會加入本公
司之董事根據上文第 6(A)項決議案可予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之股本面
值總額上。」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林綺薇

香港，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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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凡有資格出席上述通告召開之大會及投票之股東，均可就其所持之全部或部份股份委派代表出席及代
其投票。如股東擁有兩股或以上之股份，均可委任超過一位代表出席及代其投票。委任代表毋須為本公
司之股東。

(ii)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委任人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證人證明之授權書或授權文
件副本，最遲須於大會或其續會指定召開時間四十八小時前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
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方為有效。

(iii)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五）起至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三）止（包括首尾兩天）
之期間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獲派發建議之末期股息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
票之股東，須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之
前送交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行港灣
中心地下，方為有效。

(iv) 本大會適用之代表委任表格與一份載有關於上文第 6項決議案其他資料之說明文件將隨年報寄予股東。

(v) 就第 6(A)項決議案而言，尋求本公司股東批准發出授權配發本公司股本中股份之一般授權。本公司董事
現時並無根據該項一般授權發行本公司股本中任何新股份之即時計劃。

(vi) 就第 6(B)項決議案而言，董事謹此表示，在彼等認為適當之情況下將會行使該決議案所附之權力以購回
股份。

(vii) 就第 6(C)項決議案而言，尋求股東批准藉著將購回之股份加入 20%之一般授權上，以擴大配發股份之一
般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