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ANGDONG BREWERY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124）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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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連同
二零零二年之比較金額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營業額 2 684,574 593,052
銷售成本 (373,398) (351,680)

毛利 311,176 241,372

其他收入及收益 21,547 34,034
銷售及分銷費用 (146,765) (133,960)
管理費用 (44,335) (36,504)
一項投資的減值 — (4,611)

經營溢利 2, 3 141,623 100,33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4,437)

除稅前溢利 141,623 95,894
稅項 4 (26,102) (14,653)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15,521 81,241
少數股東權益 (10,460) (5,950)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 105,061 75,291

股息 (33,420) (25,000)

每股盈利 5
　—  基本 8.4仙 6.0仙

　—  攤薄 8.3仙 6.0仙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新編列）

銷售量，噸 273,000 224,000
平均單位售價，每噸港元 2,508 2,648
平均單位成本，每噸港元 1,368 1,570
毛利率 45.5% 40.7%
淨利潤率 15.3% 12.7%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及固定資產撇銷，千港元 233,603 185,040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新編列）

流動比率 2.8倍 1.9倍
負債比率（已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淨現金 淨現金
總負債與總資產比率 13.0% 15.2%
每股資產淨值 1.01港元 0.95港元

附註：

1. 採納經修訂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

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經修訂）「所得稅項」於本年度之財務報告首次生效。

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經修訂）列明本期內產生的應課稅溢利或虧損引起的應付所得稅或所得稅回撥（本期稅金）；及未來主要由可作扣減稅項的暫時差異和累
計未應用的稅務虧損（遞延稅項）而引起的應付所得稅或所得稅回撥的會計處理。

由於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經修訂），此等確認遞延稅項的調整對綜合財務報告的效果概要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增加 增加

資產負債表
遞延稅項資產 30,072 33,396
少數股東權益 2,928 3,540
保留溢利 24,804 27,516
列入資本儲備之商譽 2,340 2,340

截至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增加／（減少）

損益表
遞延稅項支出 3,324
少數股東權益應佔之溢利 (612 )
股東應佔淨溢利 (2,712 )

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指銷售貨品在扣除折扣、退貨、增值稅、消費稅後之發票價值。集團公司之間所有重大交易均已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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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大陸從事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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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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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按地區分類收益、溢利／（虧損）及支出之資料：

二零零三年

中國大陸 海外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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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373 65,201 — — 684,574
　跨地區銷售 16,420 — — (16,420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13,466 — 1,880 — 15,346

總額 649,259 65,201 1,880 (16,420 ) 699,920

分類業績 116,994 22,247 (3,819 ) — 135,422

利息收入 6,201
未分配之收益 —
未分配之虧損 —

經營溢利 141,623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 — — —

除稅前溢利 141,623
稅項 (26,102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15,521
少數股東權益 (10,460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 105,061

二零零二年

中國大陸 海外及香港 企業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539,028 54,024 — — 593,052
　跨地區銷售 14,369 — — (14,369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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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
未分配之收益 2,388
未分配之虧損 (4,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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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利 95,894
稅項 (14,653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81,241
少數股東權益 (5,950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 75,291

3. 經營溢利

本集團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存貨的成本 373,398 351,680
折舊 79,048 82,479
可再用包裝物攤銷 8,896 6,667
固定資產撇銷 4,257 —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 2,059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 — (2,388 )
利息收入 (6,201 ) (1,261 )
增值稅豁免* (3,894 ) (24,908 )
確認為收益的負商譽 (221 ) —

* 根據深圳市稅務局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發出的通告，在深圳生產及銷售的貨品的增值稅豁免政策已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起停止。於二零零三年
四月二十三日，本集團收到深圳市稅務局的批覆，內容為更改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增值稅豁免比例，因此產生額外的增值稅豁免3,894,000
港元已列於本年度的損益賬。

4. 稅項

本年度已就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二年：16%）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由應課稅年度2003/2004年起，香港利得稅稅率的增加開始生效並
適用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香港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

深圳金威啤酒有限公司（「深啤」）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5%（二零零二年：15%）作出企業所得稅撥備。深圳金威啤酒釀造有限公司（「金威釀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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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未開始使用此稅務優惠。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本集團：
　本期：
　　香港 3,891 2,545
　　中國大陸：
　　　本年內撥備 10,112 8,784
　　　以前年度多撥備 (1,859 ) —
　遞延 13,958 3,324

本年度之總稅項 26,102 14,653

5.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方法乃根據本集團之股東應佔淨溢利 105,06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75,291,000港元，經重新編列）和本年度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1,250,367,123（二零零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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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75,291,000港元，經重新編列）計算，計算所用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為1,261,680,294（二零零二年：1,254,191,136）股，其中包括於本年度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1,250,367,123（二零零二年：1,250,000,000）股，加上本年度以假設行
使價無償發行所有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到期（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到期）但未行使的購股權，發行加權平均數11,313,171
（二零零二年：  4,191,136）股。由於在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九日到期的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沒有攤薄影響，因此於兩個年度內並無將該等購股權作為計算每股
攤薄盈利的基礎。

6. 由於經修訂的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於本年度內採納，為符合新規定，於財務報告內若干項目及結餘的表述及會計制度已作出變更。因此，作出了若干以前年
度調整及若干比較金額已重新編列，以跟本年度的表述一致。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5（二零零二年：1.0）港仙。

建議之末期股息，倘在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通過，預期將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派付予於二零零四年六
月十五日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主席報告

業績

董事會謹向各股東報告，本集團二零零三年銷量及業績均錄得可觀的增長，二零零三年銷售啤酒27.3萬噸（二零零二年：22.4萬噸），較上年同期
增長21.9%，經審核之綜合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為1.05億（二零零二年：7,529萬，經重新編列）港元，較上年同期增長39.5%。每股基本盈利8.4
港仙（二零零二年：6.0港仙，經重新編列），較上年同期增長40.0%。

撇除以往於深圳特區生產和銷售啤酒之增值稅豁免的優惠自二零零三年起取消的及因採納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所得稅項」的效應，
經調整後的綜合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為1.15億（二零零二年：5,789萬）港元，則較上年同期大幅增長約1倍。

股息

董事會現建議派發二零零三年度末期息每股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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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全年合共派息每股為2.5港
仙（二零零二年全年每股派息2.0港仙）。上述二零零三年度末期息，如獲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通過，將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派發。

回顧

儘管2003年本集團面臨各種挑戰，受到來自各方面的不利影響，面對非典型肺炎疫情對啤酒銷售的負面影響、部份釀酒原料漲價及激烈的市場競
爭帶來的衝擊，銷量和業績仍然保持強勁增長。

回顧2003年，我們主要開展了以下工作，並取得可喜成績：

一 . 進一步夯實基礎，加強企業管理。包括整合管理制度，優化管理流程；改革分配考核機制，實行「噸酒工資制」；應用K3財務業務一體化
資訊系統，加強財務管理工作；對生產現場進行精益整合，提高生產效率；注重隊伍素質的培養和提高，以適應公司快速的發展。

二 . 積極改善營銷管理，加強市場建設。包括根據實際調整管理架構，進一步細分市場，落實貼身管理；加強了營銷的制度化、規範化建設，
完善了營銷經濟責任制，嚴格管理營銷費用，切實控制成本；緊隨市場變化，加速市場反饋速度。

三 . 通過「綠色工藝」權威鑒定。把不添加甲醛釀造作為2003年品牌宣傳重點，為金威啤酒品牌注入健康和科技的元素，消費者的高度關注，有
效地提高了金威啤酒的健康形象及知名度。組建金威藝術團，在各區域開展路演活動100餘場，有效地將品牌建設、藝術以及消費者的休
閒生活結合一起。

四 . 深入開展陽光工程，深入創新挖潛增效。公司全年採購原輔材料及包裝材料均通過公開、公平、公正招標的陽光工程，2002年同比2001年
節約近3,200萬元，2003年同比2002年又節約近1,200萬元，為公司挖潛增效作出了貢獻。

五 . 制定五年發展戰略。本集團未來五年的發展戰略目標是：做精做強做大，加速發展，立足廣東市場，面向全國，與國際啤酒集團結盟，走
強強聯合之路，並通過收購合併或投資建廠等形式，力爭用5年時間使集團年銷量超100萬噸，使金威品牌成為廣東第一品牌，並躋身全國
同行前五強。未來在廣東的市場規劃是：以市場為導向，以營銷為核心，按銷地產的規律，形成廣東市場生產銷售東、南、西、北、中的
合理佈局。

根據集團的發展戰略，2003年我們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i) 汕頭投資建廠順利恊動

2003年7月19日，本集團和汕頭市金平區人民政府簽訂協議書，於汕頭新建20萬噸啤酒廠，現時工程進展順利。於一次性設計及建造的計
劃下，第一期10萬噸產能預計於2005年上半年投產，第二期10萬噸亦將於2005年尾完成，預計兩期項目合共的總投資額約為4億人民幣，
較以往公佈的預算增加5,000萬人民幣，主要原因為包括綱材等的建造材料價格上升及需額外支出處理廠區較複雜的地質。屆時本集團將
在汕頭粵東地區進一步鞏固市場份額並擴大品牌優勢。

(ii) 喜力亞洲太平洋釀酒（私人）有限公司（「喜力亞太中國」）入股本集團成為戰略合作夥伴

鑑於中國啤酒業現正進行整合，加上中國國內與國際啤酒集團之間的競爭激烈，本集團決定引入一名策略性投資者，以進一步鞏固市場地
位，並拓展於廣東省的業務。透過策略性合作安排，本集團旨在 (i)提升集團形象及金威啤酒品牌的知名度；(ii)把握因中國啤酒業進行整合
而湧現的任何商機；及(iii)透過引入先進技術及管理技巧，提高本集團的生產及管理效率。經過優選，於2004年1月28日，本集團與喜力亞
太中國在香港簽約，喜力亞太中國出資5.54億港元，於2004年2月19日入股持有本集團約21.46%股權（其中包括133,768,000股新發行股份及
由廣東控股有限公司購入的165,496,280股）。標誌著集團戰略發展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iii) 開展收購、投資建廠等戰略佈局調研工作

2003年我們還就併購工作與廣東省若干啤酒企業進行了多次接觸。2004年我們將在此基礎上，繼續研究論證在廣東省其他地區購併及建廠
的可行性。我們亦正研究走出廣東省，於國內其他地區收購或投資建廠的可能性。

展望

中國目前己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啤酒市場。隨著國際啤酒集團相繼進入中國市場，中國啤酒業正快速整合。雖然我們預期來年廣東省啤酒市場競爭
將更趨激烈，但我們擁有優越的企業文化，雄厚的資金優勢，健全高效的營銷網絡，全情投入工作的員工隊伍，我們有信心金威啤酒的銷量及業
績於來年仍將維持理想增長的勢頭。

喜力作為世界著名啤酒品牌，一直保持著品牌和技術等方面的領先，尤其是在品牌塑造上的創新和成功，值得本集團深入學習借鑒。同時，本集
團和喜力亞太中國將在廣泛的領域裏開展合作，如在技術的改進、管理的改善、品牌的塑造、市場的建設等方面做出努力。我們相信，在中國啤
酒市場極待整合重組，各方諸侯爭奪激烈，各大品牌排兵布陣，意圖重構中國啤酒市場格局的關鍵時刻，本集團與喜力亞太中國達成的戰略聯盟，
將幫助本集團做精做強做大，和加快實現成為中國5大啤酒集團的戰略目標。

本人謹藉此機會對喜力亞太中國委任許寶忠先生、韓禎豐博士及  Mr. Herman Petrus Paulus Maria Hofhuis 三位董事加入本公司董事會；以及3位替
代董事  Mr. Frederik Willem Kurt Linck、黃宏炳先生及朱敦祥先生表示熱列的歡迎。

最後，本人謹向過去一年給予本集團大力支持的廣大消費者及經銷商，以及為本集團努力拼摶，爭取佳績的管理層及廣大員工致以衷心的感謝。

主席
𢔰旭全

香港，2004年4月15日

管理層之討論和分析

經營情況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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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年度國內及香港的市場受到非典型肺炎
的拖累，金威啤酒的銷量仍較上年度增長21.9%，總銷量為273,000噸（二零零二年：224,000噸）。其中高檔產品佔總銷量5%、中檔產品佔總銷量52%
及大眾化產品佔總銷量43%。

本年度綜合營業額為6.85億港元，較二零零二年度綜合營業額5.93億增加15.5%。每噸酒平均售價2,508港元（二零零二年：2,648港元），較上年同
期減少5.3%，主要原因是根據市場需求，調整產品結構，透過增加大眾化啤酒的銷量增加市場份額。國內銷售佔綜合營業額90.5%，以營業額計
算較上年同期增加14.9%；海外及香港銷售佔綜合營業額9.5%，以營業額計算較上年同期上升20.7%。本集團將繼續開拓海外及香港的市場及擴大
現有市場的佔有率。

雖然本年度平均噸酒售價有所下降，但因噸酒成本同時大幅下降，使期內的毛利率由上年度的40.7% 提高至本年度的45.5%。噸酒成本由二零
零二年度平均每噸酒1,570港元下降至本年度平均每噸酒1,368港元，降幅12.9%。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為通過「陽光工程」對原材料及包裝材料進行
公開招標，加上營運規模擴大因而提高議價能力、嚴格控制生產流程以減少損耗及因銷量上升使噸酒固定成本下降。管理層將繼續採取積極措施
控制成本以抵消平均售價下降的因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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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升金威啤酒品牌知名度及形象，並以一系列文藝宣傳活動作推廣，同時推廣金威啤酒為「綠色工藝，健康啤
酒」的品牌形象。雖然銷售及分銷費用為1.47億港元（二零零二年：1.34億港元），較上年同期上升9.7%，但以本年度每噸酒耗用的銷售及分銷費用
538港元（二零零二年：598港元）計算，則較上年同期下降10.0%。儘管市場競爭激烈，噸酒銷售費用的下降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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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4萬港元（二零零二年：3,650萬港元），較二零零二年度上升了21.5%，主要原因是因應業務擴展增加管理及行政人員致使薪
酬支出增加及撇銷部份營運性的閑置固定資產所致。由於本集團已無任何帶息債務，本年度及上年度並無錄得財務費用。

稅務

由於採納經修訂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所得稅項」，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遞延稅項支出分別增加1,396
萬港元及332萬港元，此等調整數不會對本集團之日常業務及經營業務現金流量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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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0萬（二零零二年：2,600萬）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約42.7%，主要為潻置啤酒廠的包裝設備以改善包裝效率、增
加質量檢定設備以加強產品檢定工作、另為辦公樓房作裝修及為配合本集團加大產量而添置可再用包裝物。

隨著2004年度開展金威啤酒汕頭廠房的建設工程，預計資本性開支將有較大幅度的增加，按計劃第一期10萬噸的啤酒產能預計將於2005年上半年
投產，第二期10萬噸將於2005年尾完成，這將有助本集團拓展粵東的啤酒市場，因現時該地區沒有較具規模的啤酒廠，同時因運輸路程縮短可大
幅減省運輸費用。

財務資源及資金流動性

本集團於本年底之資產淨值為12.65億（二零零二年：11.88億，經重新編列）港元，按年末已發行股份的數目計算，每股資淨值為1.01港元（二零零
二年：每股0.95港元）。

本集團於年底的現金及及現金等值項目合共3.48億港元（二零零二年：2.33億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49.4%。本年底資金分佈為美元佔4.8%、港元
佔10.7%及人民幣佔84.5%，而於本年度經營業務所產生的現金流入為2.51億港元（二零零二年：2.09億港元），比上年同期有20.1%的增幅。

本集團現時的現金結餘及日常經營業務所產生的現金流入充裕，加上於2003年2月份喜力亞太中國成為本集團的策略性伙伴後，本集團現時所持
有的現金及財務實力足可滿足業務經營，及汕頭新建啤酒廠的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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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2萬（二零零二年：8,438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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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底，總負債比總資產比率為13.0%（二零零二年：15.2%，經重新編列），顯示本集團財務結構穩健。

與喜力亞太中國的主要合作範疇

喜力亞太中國已於2004年2月19日成為本集團的策略性股東。根據協議，本集團現正積極與喜力亞太中國商討策略性合作安排的細節，其中主要包括：

(i) 成立董事會轄下的策略小組委員會，以考慮及討論對本公司策略意義重大的事宜，並提供策略指引供董事會參考。

(ii) 於廣東省、香港、澳門分銷對方的啤酒產品事宜。

(iii) 於廣東省內承包釀造喜力啤酒的事宜（本集團擁有第一選擇權，可要求於喜力亞太中國計劃於廣東省內釀造的喜力啤酒透過本集團的啤酒
生產設施釀製）；及

(iv) 喜力亞太中國透過若干借調人員的安排及培訓本集團的主要行政人員，為本集團的啤酒生產、市場推廣及／或分銷業務提供合作及協助。

琥珀啤酒

琥珀啤酒的買家（「買家」）根據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九日與本集團簽訂的協議及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七日與本集團簽訂的補充協議，須於二零零三年
十月二十四日前向本集團支付1,223萬元本金連同逾期利息，稍後該買家要求延遲還款及本集團同意將最後還款期定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惟買家沒有按時付本還息，並再次要求將還款期延長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及稍後的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經徵詢法律意見後，本集
團遂行使協議及抵押合同所賦予的權利，將原出售予買家的公司華中（亞洲）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琥珀啤酒50%權益）所有股份的法定所有權轉入本
集團名下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現正就重售華中（亞洲）投資有限公司的股份及下步行動徵詢法律意見，並會按上市規則之規定及時作出適當的披露。

人力資源

本集團現聘用約1,030名（二零零二年：925名）員工，本年度薪酬總額為6,731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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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員工的獎勵政策則與本集團的啤酒銷量及業績掛漖，
員工經考核後按個人的表現分配。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日（星期四）起至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二）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欲獲派發建
議之末期股息之股東，必須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九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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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的股票過戶登記
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買賣及贖回上市證券

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照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發表全年業績

本公司年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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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段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站上發表。

承董事會命
主席
𢔰旭全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