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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 僅供識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化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啤酒銷售量，噸 475,000 442,000 +7.5%

本期溢利，千港元 1,456 9,227 -84.2%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0.1 0.5 -80.0%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溢利，千港元 89,646 99,549 -9.9%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比率 1.03 倍 0.97 倍 +6.2%

負債比率1 淨現金. 淨現金. -

總資產值，百萬港元 3,807 3,574 +6.5%

每股資產淨值，港元 1.78 1.75 +1.7%

期末僱員人數 2,823 2,817 +0.2%

註：

1 負債比率＝（帶息負債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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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

金威啤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列示如下。本中期

財務資料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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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892,254 783,497

銷售成本 729,559)(    604,298)(    

毛利 162,695 179,199

其他收入及收益 33,477 33,302

銷售及分銷費用 123,957)(    135,504)(    

管理費用 68,456)(      65,127)(      
融資成本 3 357)(           433)(           

除稅前溢利 4 3,402 11,437

所得稅支出 5 1,946)(        2,210)(        

本期溢利 1,456 9,227

每股盈利 6

基本 0.1 港仙 0.5 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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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 1,456 9,227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營運單位貨幣轉換產生的匯兌差異 65,893 20,299

本期全面收益合計 67,349 2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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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25,291 2,718,645
投資物業 38,600 37,371
預付土地租賃款 251,658 249,151
商譽 9,384 9,384
可再用包裝物 7,338 9,061
遞延稅項資產 5,068 5,130

非流動資產合計 3,037,339 3,028,742

流動資產

存貨 286,356 305,789
應收賬項及票據 8 32,237 14,67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6,710 32,553
同系附屬公司欠款 3,641 -
可收回稅項 746 1,469
已抵押銀行存款 6,734 7,05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13,104 183,733

流動資產合計 769,528 545,271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票據 9 207,357)(       98,767)(         
遞延收入 71,833)(         84,930)(         
應付稅項 1,538)(           1,14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325,456)(       329,852)(       
應付增值稅 16,532)(         901)(              
應付股息 17,115)(         -
欠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64)(                209)(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279)(           46,659)(         
帶息銀行貸款 100,000)(       -

流動負債合計 745,174)(       562,462)(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24,354 17,1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061,693 3,011,55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721)(           7,813)(           

資產淨值 3,053,972 3,003,738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71,154 171,154
儲備 2,882,818 2,815,469
建議末期股息 - 17,115

權益合計 3,053,972 3,00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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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

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除採納新增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同時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編製本中期財務資料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用

者相同。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更

本集團已於本期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下列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 首次採納者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披露比較數據之有限度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 披露相關人士資料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呈報 – 供
股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4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

釋第 14 號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9 號

以股權工具去除金融負債

除上述者外，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其中載列對多項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之修訂，主要目的為刪除不一致條文及釐清措辭。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3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之修訂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香港會計準

則第 34 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3 號之修訂於二零一一年一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各準則均各自設有過渡性條文。

採納此等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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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從管理角度考慮，本集團按其產品及服務規劃各經營單位，並劃分為三個經營分部如下：

(a) 中國大陸分部於中國大陸從事生產、分銷及銷售啤酒；

(b) 海外及香港分部於香港、澳門及海外從事分銷及銷售啤酒；及

(c) 企業分部在香港提供企業服務予中國大陸分部和海外及香港分部。

管理層獨立監控各經營分部之業績，作為資源分配及評核表現之決策基礎，分部表現評估基

於分部溢利/(虧損)，即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除利息收入及融資成本於計量中剔

除外，該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 計量一致。

分部間之交易主要為於中國大陸分部銷售啤酒，其交易條款由本集團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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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續）

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經營分部列出之收益及業

績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大陸 海外及香港 企業 抵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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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854,269 37,985 - - 892,254

分部間銷售 23,217 - - 23,217)(       -

其他收入及收益 28,472 336 3,234 - 32,042

合計 905,958 38,321 3,234 23,217)(       924,296

分部業績 3,369)(         8,520 2,827)(         - 2,324

利息收入 1,435

融資成本 357)(            

除稅前溢利 3,402
所得稅支出 1,946)(         

本期溢利 1,456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大陸 海外及香港 企業 抵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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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750,292 33,205 - - 783,497

分部間銷售 17,849 - - 17,849)(       -

其他收入及收益 24,713 - 6,747 - 31,460

合計 792,854 33,205 6,747 17,849)(       814,957

分部業績 1,343 8,237 448 - 10,028

利息收入 1,842

融資成本 433)(            

除稅前溢利 11,437

所得稅支出 2,210)(         

本期溢利 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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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 (列入)：

(5) 所得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357 433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79,276 75,869

預付土地租賃款列支 3,149 3,055

可再用包裝物攤銷 3,462 8,755

利息收入 1,435)(         1,842)(         

匯兌收益淨額 3,234)(         6,747)(         

投資物業公允值收益 655)(            1,24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本期 – 香港 720 927

本期 – 中國大陸：

本期支出 1,203 1,937

以前期間(多)/少提撥備 48 465)(            

遞延 25)(              189)(            

本期稅項支出合計 1,946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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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項（續）

本期已就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6.5%）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按中國大陸應課稅溢利產生之所得稅已按照本集團業務

所在地當地適用之適用稅率計算。

金威啤酒（汕頭）有限公司及金威啤酒（佛山）有限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享有 50% 企業所得稅減免。

金威啤酒（東莞）有限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享有 50% 企業所得稅減

免。

金威啤酒（天津）有限公司、金威啤酒（西安）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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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企業所得稅法，此等公司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計兩年內可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享有 50% 企業所得稅減

免。

(6)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方法乃基於：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沒有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 1,456 9,227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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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1,711,536,850 1,711,53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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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零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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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本集團已為每位客戶訂下信貸上限。本集團

嚴格監控其尚未償還應收款項，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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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客戶，信貸風險不會過份集中。

於報告期完結日，以付款到期日為基準之本集團應收賬項及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應收票據全部均為於六個月內屆滿之銀行承兌票據，其賬齡均在六個月以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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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03 12,600

三個月至六個月 437 994

六個月至一年 131 469

超過一年 474 456

32,845 14,519

減：減值準備 608)(            592)(            

應收賬項 32,237 13,927

應收票據 - 749

32,237 1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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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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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賬項為免息及一般於三十天賒銷期內結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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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291 76,770

三個月至六個月 282 17,731

六個月至一年 569 3,539
超過一年 215 657

207,357 98,697

應付票據 - 70

應付賬項 207,357 9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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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主要經營指標

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總銷量 475,000 噸（二零一零年：442,000 噸），較上年同期增加

7.5%。綜合收入 8.92 億港元（二零一零年：7.83 億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13.9%。本集

團於國內的營業額佔綜合收入的 95.7%，海外及香港銷售則佔綜合收入的 4.3%。於回顧期

內，本集團未經審核之綜合溢利 146 萬港元（二零一零年：923 萬港元），較上年同期減

少 84.2%，利潤下降主要受期內生產成本上漲約 8,000 萬港元及本集團於中國大陸之附屬

公司須繳納新征收的城建稅及教育附加費用約 2,000 萬港元的影響。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無）。

業務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上半年平均每噸啤酒的銷售成本較上年同期增加 12.4%，上半年銷售及分銷費用

1.24 億港元（二零一零年：1.36 億港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8.8%。平均噸酒銷售及分銷費

用為 261 港元（二零一零年：307 港元），較上年同期下降 15.0%，提高了銷售及分銷費用

的運用效率。本集團上半年管理費用為 6,846 萬港元（二零一零年：6,513 萬港元），較上

年同期增加 5.1%。本集團上半年融資成本 36 萬港元（二零一零年：43 萬港元），減幅

16.3%。

資本性開支

本回顧期內，本集團以現金支出為基準的資本性支出約 2,549 萬港元（二零一零年：2,368

萬港元），主要是改善各啤酒廠生產設備及興建員工宿舍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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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資金流動性及負債情況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4.20 億港元（其中包括已抵押銀行

存款 673 萬港元），資金分佈為人民幣佔 92.9%、美元佔 5.4%及港元佔 1.7%。

本回顧期內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淨額為 1.48 億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未償還的帶息銀行貸款餘額 1 億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主要作為營

運資金用途。本集團擁有良好的財務狀況及充裕的流動資金應付日常業務。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的或然負債紀錄。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 2,823 名僱員（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17 名）。本集團因應業務表現、市場慣例及市況向僱員提供合理之薪酬組合，同時亦會

根據集團本身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而酌情發放花紅。

展望

本集團受到國內通漲導致原材料價格上升及各項成本與費用的增加，以及政府對外資企業

新征收的城建稅及教育附加費等因素，影響本回顧期內的業績。本集團管理層透過提高產

品銷量及按市場情況適度調升啤酒產品售價增加收入，同時繼續採取各項措施嚴格控制成

本，改善營運效益，爭取不斷改善經營業績及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回報。

本集團已成為二零一一年八月在深圳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唯一指定啤酒贊助商，藉

此加強品牌宣傳，配合金威啤酒品牌的健康活力形象，進一步增加消費者對金威啤酒的品

牌認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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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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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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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本公司於進行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

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一直符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控股股東之證券權益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之控股股東粤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香港粤海」）於緊隨其於二零一

一年五月五日完成收購由喜力亞太釀酒（中國）私人有限公司出售的本公司股份後，香港

粤海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由本年初持有 897,726,768 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2.45%）增加至持有 1,263,494,221 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73.82%）。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二零一一年四月四日及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刊發之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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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就審核委員會

所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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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

豪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Alan Howard SMITH 先生及方和先生。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

責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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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先生（薪酬委員會主

席）、Alan Howard SMITH 先生及李君豪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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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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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的中期簡明綜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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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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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黃小峰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叶旭全先生及江國強先生；五名非執行董事黃小峰

先生、徐文訪女士、黃鎮海先生、羅蕃郁先生及梁劍琴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Alan
Howard SMITH 先生、方和先生及李君豪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