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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之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所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8）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初步業績公佈

王朝酒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按下文附註 2所載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延遲刊發二零一三年全年業績之理由

有關延遲刊發二零一三年全年業績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
二十七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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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873,700 1,153,700

銷售成本 4 (786,776) (694,402)  

毛利 86,924 459,298

分銷開支 4 (411,881) (368,096)

行政費用 4 (192,822) (166,94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5 2,997 4,289  

經營虧損 (514,782) (71,452)

財務收益 6 5,889 4,466

財務費用 6 (7,860) (3,519)  

財務（費用）╱收益 – 淨額 6 (1,971) 947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 (12,356)  

除所得稅前虧損 (516,753) (82,861)

所得稅費用 7 (36,836) (27,238)  

年內虧損 (553,589) (110,099)  

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552,459) (106,782)

 非控制性權益 (1,130) (3,317)

年內每股虧損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

 （以每股港仙列示）

 –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9 (44.26)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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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 (553,589) (110,099)

其他綜合收益

外幣折算差額 39,404 –  

年內綜合虧損總額 (514,185) (110,099)  

歸屬於：

 – 本公司所有者 (513,773) (106,782)

 – 非控制性權益 (412) (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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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3,883 556,504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64,053 63,609
 商譽 – –
 於一家聯營公司的投資 – –
 遞延所得稅資產 –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569 4,563  

589,505 624,676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0 192,545 202,58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99,405 182,008
 存貨 834,483 1,084,437
 預付所得稅 11,973 11,965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短期存款 8,855 –
 受限制現金 10,225 962
 現金及現金等價項目 196,935 293,946  

1,354,421 1,775,904  

資產總值 1,943,926 2,400,580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
 股本 124,820 124,820
 其他儲備 1,204,752 1,166,066
 累計虧損╱留存收益 (222,670) 329,789  

1,106,902 1,620,675
非控制性權益 22,271 22,683  

權益總額 1,129,173 1,643,358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262,366 198,157
 其他應付及應計款項 11 436,823 448,092
 借貸 89,059 110,973
 當期所得稅負債 26,505 –  

814,753 757,222  

負債總額 814,753 757,222  

權益及負債總額 1,943,926 2,40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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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
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其主要辦事處位於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9號中國海外大廈十六樓E

及F室。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及買賣葡萄酒產品。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葡萄酒
產品及原酒。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在聯交所（「聯交所」）主板上市。於二零一三年
三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暫停買賣。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下文載列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之主要會計政策。除另有指明外，所呈列之所有年度
均貫徹應用該等政策。

2.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這亦需要管理層
在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過程中行使其判斷。

本集團以銀行融資應付日常營運資金需要。目前的經濟狀況持續帶來不明朗因素，尤其
(a)本集團產品的需求水平；及 (b)於可見未來之可用銀行融資。本集團之預測及推測（計
及交易表現可能出現的合理變動）顯示本集團在其目前的融資下，理應能夠營運。董事
合理預期本集團有足夠資源於可見未來繼續營運。因此，本集團繼續以持續經營基準編
製其綜合財務報表。

2.2 調查及過往年度調整

於二零一三年，本公司獲其核數師告知，彼等收到若干匿名人士提出的指稱，可能對本
公司涉及與若干分銷商的銷售安排、本集團持有的存貨差異、銷售開支之確認及分類及
若干其他事宜的綜合財務報表產生影響。針對該等指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委託第三方顧問對若干該等指稱開展獨立調查（「調查」）。調查於二零一六年完成。

於編製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期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過
程中，董事已考慮以下調查結果。

(i) 與若干分銷商的銷售安排

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開始與一名主要分銷商進行銷售安排。根據該項銷售安排，
貨物從本集團的生產廠房運送至若干外地倉庫。本集團負責繼續管理外地倉庫存
放的貨物，並於運貨至下游分銷商之前承擔存貨風險，且須協助分銷商物色下游
分銷商及終端客戶，以進一步分銷貨物。調查進一步揭示，本集團從二零零九年
至二零一二年期間與其他分銷商存在類似銷售安排。自二零一三年起，本集團不
再與相關分銷商訂立該類銷售安排，儘管迄今為止仍在根據該銷售安排向下游分
銷商及終端客戶交付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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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查結果，董事認為，該等銷售安排產生的收入應於貨物按分銷商的指示運
送至下游分銷商或終端客戶之時（即該等貨物涉及的實際風險及回報轉移至本集
團外的其他方之時）確認。

(ii) 存貨差異

根據調查中發現之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針對其產品質量問題編製的
若干內部文件，本集團獲知其若干倉庫內存放有大量陳舊存貨結餘，尤其是，上
文第 (i)段所述的外地倉庫。誠如調查揭露及管理層發現，本集團二零一三年及過
往年度之若干存貨記錄未獲妥善存置。

針對上述發現，本集團根據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的存貨結餘實物盤點結果，對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的存貨記錄進行
重建。本集團無法重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的存貨記錄，原因為證實
存貨變動的大量文件及其他支持性文件遺失。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實物盤點結果與存貨的會計記錄進行對賬。
根據本集團作出的判斷及估計，實物盤點結果與存貨會計記錄之間不同存貨項目
的不明淨差額總值 53,148,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
為存貨虧損。

此外，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進行的存貨結餘實物盤點過程中，本集團確
認大量陳舊存貨結餘，包括由於產品質量問題而不適銷的成品金額達 244,451,000

港元。連同其他調整，為數210,244,000港元之存貨撇銷撥備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列銷，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相關結餘為 263,389,000港元。

董事認為，導致實物盤點結果與會計記錄及陳舊存貨之間的不明差額的事件可能
於二零一三年及╱或之前發生。然而，由於支持性文件及記錄遺失，本集團無法量
化其於二零一三年或之前的相關影響（如有）。於此情況下，董事認為，上述會計
處理方法為記錄實物盤點結果與會計記錄及所發現的陳舊存貨之間不明差額的務
實方法。

(iii) 銷售開支之確認及分類

根據調查結果，董事認為，根據相關安排及其他文件，涉及上文第 (i)項所述銷售
安排的若干銷售開支並未於適當會計期間記錄。同時，誠如調查所揭示及管理層
發現，涉及於二零一三年及之前產生的銷售開支的若干會計記錄及支持性文件未
獲妥善存置。儘管本集團已試圖重建其銷售開支記錄，但由於相關記錄及文件遺
失，本集團無法準確及完整地重新分配該等銷售開支至二零一三年及之前的相關
會計期間。

此外，在重建銷售開支記錄的過程中，本集團認為，先前列為分銷開支的若干在
其他市場推廣活動中向分銷商支銷或產生的市場推廣開支乃涉及與分銷商的銷售
交易，故應予以調整並入賬列為自分銷商賺取的收入減少。由於相關記錄及文件
遺失，本集團無法量化其於二零一三年及之前的影響（如有）。因此，本集團概未
就此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及截至該等日期止年度之綜合
財務報表中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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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以下準則之修訂本已由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當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
首次採納：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有關其他全面收益的「財務報表呈列」

•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僱員福利」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共同安排」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

• 香港財務報表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

•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資產減值」

(b) 尚未採納之新訂準則及詮釋

多項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而於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時並未採用。該等修訂預期概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
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惟以下載列者除外：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1號，「徵費」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概無其他預期可能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之尚未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國
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3 分部資料

管理層已根據本集團之內部報告釐定營運分部為紅葡萄酒、白葡萄酒及所有其他產品。

主要經營決策者從產品的角度考慮業務。管理層單獨考慮紅葡萄酒及白葡萄酒。所有其他分
部主要涉及銷售起泡葡萄酒、白蘭地及冰葡萄酒。



– 8 –

主要管理團隊根據毛利評估營運分部表現。本集團所有收入均來自外部客戶。

紅葡萄酒 白葡萄酒 所有其他產品 集團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收入 715,320 151,923 6,457 873,700    

毛利 81,270 4,570 1,084 86,924    

存貨撥備 (162,862) (43,065) (4,317) (210,244)
折舊及攤銷 (30,982) (6,196) (263) (37,441)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收入 972,633 172,594 8,473 1,153,700    

毛利 391,236 66,740 1,322 459,298    

折舊及攤銷 (31,316) (4,872) (239) (36,427)    

分部毛利總額與除所得稅前虧損總額對賬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申報分部毛利 86,924 459,298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2,997 4,289

分銷開支 (411,881) (368,096)

行政費用 (192,822) (166,943)  

經營虧損 (514,782) (71,452)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 (12,356)

財務（費用）╱收益 – 淨額 (1,971) 947  

除所得稅前虧損 (516,753) (82,861)  

各申報分部的資產總值及負債金額並不經常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

本集團擁有多元化之客戶基礎，且概無外部客戶之交易額超過本集團收入之10%（二零一二年：
無）。絕大多數銷售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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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分類的開支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415,414 508,965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之變動 (9,570) (14,684)

加工及組裝開支 22,037 25,224

廣告、市場推廣及其他相關推廣開支 220,850 182,570

按內銷額計算的消費稅及其他稅項 62,040 83,254

包括董事酬金的僱員成本 175,668 180,700

運輸及倉儲開支 37,177 56,737

差旅費 14,235 18,734

折舊及攤銷 57,556 63,632

顧問及專業費用 11,366 4,948

經營租賃付款 28,614 34,115

核數師酬金 4,943 4,76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撥備 2,360 7,455

存貨的減值撥備 210,244 –

商譽減值撥備 – 9,421

其他開支 138,545 63,606  

銷售成本、分銷開支及行政費用總額 1,391,479 1,229,441  

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政府補助 3,445 2,56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收益 168 45

其他 (616) 1,683  

2,997 4,289  

6 財務（費用）╱收益 – 淨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收益 – 利息收入 5,889 4,466

財務費用 – 銀行借貸的利息開支 (7,860) (3,519)  

財務（費用）╱收益 – 淨額 (1,971)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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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費用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所得稅：
 – 年內利潤的當期稅項 436 1,529
 – 上一年度應課稅收入及稅務稽查之額外稅費 (a) 36,400 4,131  

36,836 5,660

遞延所得稅：
 –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額 – 21,578  

所得稅費用 36,836 27,238  

(a) 額外稅費包括上一年度應課稅收入之額外稅費10,79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131,000港元）
及地方稅務機關進行稅務稽查產生之額外稅費25,60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無）。

本集團在香港並無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本集團已就各附屬公司於年內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提中國所得稅撥備。適用稅
率主要為25%（二零一二年：25%）。

8 股息

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概無支付任何股息。

9 每股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虧損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不包括本公司購
買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 (552,459) (106,78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計） 1,248,200 1,248,200  

(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乃以假設所有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已獲轉換，根據調整發行在外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本公司有一類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購股權。假設購股權
獲行使時發行之股份數目，減為獲得等額所得款項總額而按公允價值（按年內每股平均
市價釐定）發行之股份數目，等於無償發行之股份。因而產生之無償發行股份數目計入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作為分母，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之前，普通股之平均市場價格並未超過購股權計劃之行使價。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暫停買賣，自此，普通股之公允價值
不超出購股權之行使價，故其並無任何攤薄效應（二零一二年：無攤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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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81,100 177,120
應收票據 22,319 36,005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10,874) (10,539)  

應收賬款 – 淨額 192,545 202,586
預付款項 44,856 97,274
其他應收款項 62,325 93,479
減：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6,207) (4,182)  

293,519 389,157  

減：非流動部分：預付款項 1,569 4,563

流動部分 291,950 384,594  

本集團一般向客戶授出最高 90日至180日的信用期。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或以下 65,932 129,266
三至六個月 17,885 12,186
六個月至一年 63,644 23,945
一年至兩年 28,909 11,723
超過兩年 4,730 –  

181,100 177,120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86,40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5,129,000港元）已逾
期但並無減值。已逾期但並無減值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六個月至一年 63,644 14,817
一年至兩年 19,491 10,312
超過兩年 3,274 –  

86,409 25,129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10,87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0,539,000港元）已減值。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撥備金額為10,87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0,539,000港元）。個
別已減值的應收款項主要與批發商有關。該等應收款項的賬齡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六個月至一年 – 9,128
一年至兩年 9,418 1,411
超過兩年 1,456 –  

10,874 10,539  

本集團應收賬款之賬面值主要以人民幣計值。應收賬款之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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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262,366 198,157

客戶預付款 168,912 188,411

應付工資 47,809 42,025

其他應付稅項 18,381 36,322

其他 201,721 181,334  

699,189 646,249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基於發票日期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56,227 77,358

31日至90日 76,587 42,963

超過 90日 129,552 77,836  

262,366 198,157  

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受聘審計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及發表無法表示意見。下節
載列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獨立核
數師報告摘要：

「無法表示意見之基準

1. 有關調查結果之範圍限制

由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2所述受委託獨立調查（「調查」）中發現的事宜，吾等
已計劃對 貴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期止年度之綜合
財務報表進行更廣泛的審計程序（「二零一二年審計」）。由於大量會計記錄及
支持性文件遺失，二零一二年審計面臨範圍限制。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2所述， 貴集團在編製其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及截至該日期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時考慮了調查結果。由於調查結果
及考慮到二零一二年審計面臨之範圍限制，吾等計劃繼續對 貴集團於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期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進行更廣泛的審
計程序。然而，二零一二年審計遇到的範圍限制仍未得以解決，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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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部分銷售交易而言，管理層並無存置足夠的會計記錄及支持性文件，尤
其是銷售協議及運輸文件，可令吾等評估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銷售交易。管理層亦無法提供充足的支持性文件，可令吾等圓滿完成
有關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賬款結餘及截至該日期止年度之銷售
交易之獨立函證程序。

管理層並無存置足夠的會計記錄及支持性文件，可供計算於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期止年度的存貨結餘成本以及售出貨物的相關成本。
此外，儘管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展存貨實物盤點，但管理層並無
對同日的實物盤點結果與會計記錄進行對賬。此外，儘管董事認為導致綜合
財務報表附註 2.2(ii)中描述的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實物盤點結果與
會計記錄之間重大不明差額53,148,000港元，以及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存貨結餘實物盤點中發現的 244,451,000港元陳舊存貨結果的有關事件可能
在二零一三年及╱或之前已經發生。但由於遺失支持性文件及存貨記錄，董
事無法量化該等事宜於二零一三年及之前的影響（如有）。

管理層並無存置足夠的於二零一三年及之前產生的銷售開支的會計記錄及支
持性文件，可令吾等評估市場推廣活動的執行時間與銷售開支的入賬期間一
致。此外，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2(iii)所述，儘管董事認為先前入賬為分銷
開支的向分銷商補貼或於其他市場推廣活動中所產生的若干市場推廣開支已
予以調整及入賬為自分銷商所得收入減少，但由於遺失相關記錄及文件，董
事無法量化此舉於二零一三年及之前的影響（如有）。管理層亦不能提供充足
的支持性文件，可令吾等圓滿完成有關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銷售開支的獨立函證程序。

由於上述審計範圍受限，吾等無法取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且吾等並無可執
行之其他替代審計程序令吾等信納下列事項：

(1)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期止年度，銷售交易、有關應
收款項及應付款項結餘以及相關稅項影響是否發生、截止性及其準確性、
估值、權利及責任以及是否存在及完整；

(2)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期止年度，存貨結餘連同已售
貨物的相關成本及相關稅務影響是否發生、截止性及其準確性、估值、
權利及責任以及是否存在及其完整性；

(3)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期止年度，銷售及其他開支以
及相關應付款項結餘以及相關稅項影響是否發生、截止性及其準確性、
權利及責任以及是否存在及完整；

此外，由於二零一二年審計遇到的範圍限制仍未得到解決，吾等無法釐定是
否需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期止年度之比較數字作出任何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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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吾等無法釐定是否需對綜合財務報表進行任何調整。

2.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5所述， 貴集團綜合資產負債表包括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為523,883,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集團錄得虧損及
產生營運現金流出，這被視為減值跡象。然而，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並無對其物業、廠房及設備進行減值評估，此乃由於
董事因相關記錄及文件遺失而無法估計該等資產於同日之可收回金額。

於出現減值跡象時未能進行減值評估違背了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
倘進行減值評估，則於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合併損益表內可能確認減值虧損。由於董事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進行減值評估，吾等無法釐定減值撥備對 貴集
團於二零一二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等日期止年度綜合財務
報表之影響（如有）。

無法表示意見

由於無法表示意見之基準各段所述重大事宜，吾等無法取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
以提供審計意見之基準。因此，吾等不會就綜合財務報表發表任何意見。吾等認為，
綜合財務報表於所有其他方面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入減少 24.3%至873,7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 – 1,153,700,000港元），而本集團虧損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增至
552,4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 106,800,000港元）。

根據年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1,248,000,000股（二零一二年 – 1,248,000,000股）計算，
本公司股份的每股虧損為每股44.26港仙（二零一二年 – 8.55港仙）。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潛在攤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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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財務業績下降，歸因於收入、毛利及其毛利率較去年有所減少。收入下
降的原因是 (1)在中國的不利宏觀經濟因素及市況以及受進口葡萄酒的影響下，國
內葡萄酒產品，尤其是高檔次葡萄酒產品的需求疲軟；及 (2)政府限制宴請宴會等
政策；毛利率減少亦主要由於管理不善導致部分自產製成品不適合日後銷售及於
年內被視為陳舊存貨而對存貨作出撥備。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指銷售葡萄酒產品所得款項。於二零一三年，我們的收入總額由二
零一二年約1,153,700,000港元減少24.3%至約 873,700,000港元。收入減少的主要原因
是為順應市場需求，將銷售組合轉向中低檔次產品，故本集團之葡萄酒產品的銷
量下降及平均出廠售價下跌所致。

年內，本集團的紅葡萄酒及白葡萄酒產品的平均出廠售價較二零一二年平均每瓶（750

毫升）30.3港元略有下降，乃由於將銷售組合轉向中低檔次產品。由於中國消費者
偏好紅葡萄酒，故本集團的紅葡萄酒產品定價可以較高，本集團紅葡萄酒的平均
出廠售價一般高於其白葡萄酒。

銷售成本

下表列出年內本集團銷售成本（扣除存貨減值撥備前）的主要部分：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 %

原料成本
 – 葡萄及葡萄汁 46 42

 – 酵母及添加劑 2 2

 – 包裝材料 20 24

 – 其他 1 1  

總原料成本 69 69

製造間接開支 21 19

消費稅及其他稅項 10 12  

總銷售成本（扣除存貨減值撥備前）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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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生產葡萄酒產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葡萄、葡萄汁、酵母、添加劑及包裝材料
（包括酒瓶、瓶蓋、標籤、木塞及包裝箱）。年內，葡萄及葡萄汁成本為銷售成本的
主要來源，佔本集團總銷售成本約46%，相當於由二零一二年約42%增加 4%，此乃
由於葡萄及葡萄汁的平均成本上升。年內，包裝材料總成本佔本集團收入的百分
比較二零一二年有所減少。

製造間接開支主要包括折舊、物業、廠房及設備租金、物料、水電費、維修及保養
開支、生產與相關部門的薪金及有關員工開支，以及生產的其他相關開支。年內，
製造間接開支佔收入的百分比較二零一二年增加，主要原因為折舊及其他間接開
支上升。

毛利率

毛利率乃根據包括消費稅在內的銷售成本及銷售發票總額計算。整體毛利率由二
零一二年的 40%減少至二零一三年的 10%（於扣除存貨減值撥備（已計入銷售成本）
前為 34%），主要原因為受 (i)因不適合日後銷售而計提存貨減值撥備；及 (ii)原料（包
括葡萄及葡萄汁）成本及製造間接開支增加的影響。

於二零一三年，紅葡萄酒產品和白葡萄酒產品的毛利率分別為11%及3%（於扣除
存貨減值撥備（已計入銷售成本）前分別為34%及31%）（二零一二年 – 分別為40%及
39%）。紅葡萄酒產品的毛利率比白葡萄酒高是因為紅葡萄酒的售價較高。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減少30.1%至3,0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 – 4,3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

(1) 其他收益及虧損減少；但由

(2) 政府為鼓勵國內的附屬公司發展及改良釀酒技術以及支持企業發展的補助金
增至3,4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 2,600,000）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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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開支

分銷開支主要包括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有關葡萄酒產品銷售的運輸及送貨費
用、銷售及市場部門的薪金及相關員工開支以及其他相關開支。年內，分銷開支佔
本集團收入約47%（二零一二年 – 32%），其中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佔本集團收入約
25%（二零一二年 – 16%）。分銷開支佔收入百分比較去年有所上升，乃由於為應對
市場變化及本公司可持續發展，投資於品牌建設、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之投資不
斷增加。年內，本集團繼續透過與婚禮統籌公司及當地分銷商合辦宣傳活動、平面
及戶外廣告、葡萄酒晚宴、品酒活動、數碼通訊、贊助活動及展覽，以推廣及營銷
王朝御苑酒堡、品牌和產品。本集團將確保我們的宣傳策略是針對市場動態和競爭。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包括行政部、財務部和人力資源部人員的薪金及相關開支、折舊與攤銷
開支、減值撥備以及其他相關行政費用。

年內，行政費用佔本集團收入的百分比為22%（二零一二年 – 14%）。有關百分比上
升是由於儘管收入百分點減少但行政費用增加的影響。行政費用增加主要是由於
有關法律及會計專業服務的開支增加。

所得稅費用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現行法例，本公司及其於英屬
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均毋須就收入或資本收益繳稅。此外，派付股息亦
毋須繳付該等司法權區的預扣稅。

根據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
本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所有附屬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統一為25%。所得稅費用增加乃由於上一年度應課稅收入的額外稅費10,8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4,100,000港元）及有關當地稅務機關進行稅務稽查的額外稅費
25,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無）。

現金流量

於二零一三年內，本集團的現金流出主要來自經營活動。

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出由二零一二年的 167,500,000港元轉變為二零一三年的
74,9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經營虧損增加，由 (i)應收票據、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
款項減少；及 (ii)年內根據付款及結賬條款向其他多名債權人付款減少導致應付賬
款增加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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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約為62,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 15,400,000港元現金流入），
主要與存放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有關。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減少至約 19,3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償還借貸淨額及已付
利息增加（二零一二年 – 120,0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借貸所得款項）。

財務管理與資本運作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配售及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外，本集團的收入、
開支、資產及負債主要以人民幣（「人民幣」）計值。本集團將上市所得款項淨額從香
港匯往中國，隨即兌換成人民幣。所得款項其餘尚未撥作擬定用途的未匯款淨額，
已存放在認可財務機構作為短期存款（以美元或港元計值）。公司亦於宣派股息時
以港元派付股息。本公司並無就外匯風險進行任何對沖或其他衍生產品。儘管本
集團目前的營運並不會產生任何重大外匯風險，本集團將會繼續密切監察外幣動向，
以及採納適當的審慎措施。

本集團一直保持充裕的財務資源，維持現金淨額（減固定利率的借貸後），因此本
集團面對的利率波動財務風險微不足道。

本集團投資政策的目的在於確保本集團無指定用途資金的投資，在滿足資本需求
和確保流動資金的前提下，得到切實可行的最大回報。

業務回顧

銷售分析

A) 分銷

儘管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內，本集團葡萄酒產品的平均出
廠售價因為應對市場變化而將銷售組合轉向中低檔次產品而下降，銷售收入
及銷量較去年有所減少，主要原因為 (1)國內葡萄酒產品的需求在中國不利的
宏觀經濟因素及市場狀況及進口葡萄酒的影響下減弱；及 (2)政府限制宴請宴
會之政策。本集團正對其銷售及分銷模式進行改革，以提高本集團之營運效
率。改革措施包括 (i)與分銷商合作，加強控制存貨水平及零售價；(ii)提升監
控營銷費用的有效管理；及 (iii)精簡目前的多層銷售及分銷結構，加強對銷售
渠道的直接控制，以提高效率與效益。

售出葡萄酒總瓶數由二零一二年約 38,100,000瓶降至二零一三年約 29,700,000

瓶。紅葡萄酒的銷售繼續為本集團收入主要貢獻來源，約佔本集團年內收入
約82%（二零一二年 –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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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鞏固本集團於華東地區（即中國東部地區包括上海市、浙江省及江蘇省）的
現有地位及贏得其他地區的市場份額，本集團於年內投放大量資源，繼續加
快擴充及加強龐大的全國銷售及分銷網絡。此網絡支持本集團產品行銷全國
各省、各自治區及中國中央政府轄下四個直轄市。

本集團以「王朝」品牌產銷超過 100種葡萄酒產品，迎合中國葡萄酒市場不同
消費者群的各項需求和喜好，其中以中高檔產品為主。憑藉採用有效的產品
策略以及擁有優質及多元化的產品組合，本集團確信，「王朝」品牌能夠藉著
提供優質的高檔產品，吸引精通品賞葡萄酒的消費者。於年內，優質葡萄酒
產品深受歡迎。此外，本集團亦透過於中國的現有分銷網絡，銷售主要由法國、
意大利、德國、美國、智利和西班牙進口之外國品牌葡萄酒，以帶入傳統「舊
世界」以及「新世界」品種，迎合僅愛好外國高檔葡萄酒口味客戶的專門市場。
本集團現有約320種進口葡萄酒產品，其品牌數量約90個。我們相信，隨著追
求社會地位消費者的財富及可支配收入增加以及崇尚優越身份帶來的享受，
高檔王朝及進口葡萄酒產品的需求量會有所增加，且成為我們日後發展重要
的增長動力。本集團致力繼續於高檔市場大力推廣該等葡萄酒，增加曝光率，
提高市場份額及維持增長。

B) 零售店

為滿足顧客的不同需求及喜好，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天津
擁有兩間自營專賣店，於上海開設一間自營專賣店，並於國內各省市設有 128

間特許經營零售店，為顧客直接提供多元化王朝酒釀及進口葡萄酒。於年內，
零售店的銷售對本集團之收入貢獻相對較少。然而，我們相信透過此等銷售
渠道及我們的網絡，我們能夠吸引更多人認識葡萄酒文化及帶領增加葡萄酒
消費的趨勢，同時我們擴闊本集團的銷售領域、提升市場影響力，增加品牌
的知名度及鞏固我們於中國的領先地位，原因是零售店為傳達我們品牌形象
及訊息之最佳工具，並深化顧客在購買及品嘗葡萄酒之體驗。本集團以漸進
有序的發展策略，計劃策略性拓展特許經營零售店，並在合適地區穩步增加
類似店舖的數量。於回顧年度內，我們在年底前設立 128間特許經營零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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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自營專賣店及特許經營零售店之數
目（按地區）：

地區

自營專賣店

之數目

特許經營

零售店之數目 總數

中南地區 – 78 78

華東地區 1 24 25

西北地區 – 1 1

東北地區 – 4 4

華北地區 2 21 23   

合計 3 128 131   

C) 網上銷售

本集團已透過設立便利的網上平台 – www.i9wang.com（王朝愛酒網），開展該項
電子商務業務，以進一步擴大我們的銷售渠道及開發新客戶群。客戶可透過
該網站隨時隨地發出訂單，購買王朝葡萄酒及進口葡萄酒。由於網站經營成
本相對較低，我們在電子商務業務方面經營順利及享有較高毛利率，並取得
穩定收入。雖然年內的網上銷售額微不足道，我們對業務前景感到樂觀，是
因為研究指出中國網上交易業務將於未來數年穩步增長，而且中國擁有全世
界最多互聯網用戶。本集團相信網上平台不僅是王朝與消費者之間的企業對
客戶交易平台，亦是本集團品牌新開展的市場推廣及宣傳渠道，因此該平台
應可提升本集團電子商務業務的整體業務潛力，原因是網上銷售將跟隨海外
成功電子商務業務案例而獲得進一步開拓。

葡萄或葡萄汁供應

生產優質葡萄酒主要取決於充足而優質的葡萄或葡萄汁的供應。目前，我們有十
多個長期的主要葡萄汁供應商，主要位於天津、山東、河北、寧夏及新疆等地區。
本集團優先處理如何確保我們擁有可靠及穩定的優質葡萄及葡萄汁供應資源以應
付業務增長及擴充產能帶來的生產需要，因此繼續與種植葡萄的業務夥伴積極合作，
致力擴大現有葡萄園與提高規模經濟效益，以及協助彼等採用先進技術提高葡萄
質量。對於超級和極為優質葡萄酒，種植葡萄的業務夥伴採取有規律之方法限制
收成產出率，從而提供較優質葡萄。至於優化供應網絡，本集團亦一直物色符合質
量標準的新供應商，並於發出訂單前對葡萄汁進行測試，該等程序保證我們獲得
優質葡萄及葡萄汁供應，亦儘量減低因收成不理想而中斷生產的影響。本集團已
從海外進口葡萄汁，並且採用與中國供應商同樣嚴格質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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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

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於天津釀酒廠之新生產及研發設施之興建工程已經完成，
年產能增至70,000噸（約相當93,300,000瓶）。產能擴展使得本集團能夠及時回應市場
需求，長期而言也將進一步提高單位成本方面的整體成本效益，並對改革後可持
續盈利增長提供更佳平台。

前景及未來計劃

對於王朝而言，二零一四年仍是挑戰重重的一年。展望未來，儘管本集團的表現可
能須經受現行壓力，但我們將繼續改良組織架構及提升我們在業務管理方面的專
業能力。憑藉在葡萄酒行業的經驗，本集團將繼續深化改革及開掘全新銷售渠道。

人力資源管理

優質及盡心盡力的員工是本集團最寶貴的資產，全賴員工的努力，本集團方可成
功在充滿競爭的市場上脫穎而出。我們致力於凝聚員工動力，策勵他們確認並一
致為協助集團完成各項業務目標作出貢獻。為此，我們為香港及中國各級員工制
定了具競爭力、符合市場慣例及行業水平的薪酬方案，並提供各種福利，包括培訓、
醫療、保險及退休福利。本集團致力於員工培訓及發展，以支援業務及個人需要，
鼓勵員工參與外間的專業技術研討會及修讀其他訓練計劃及課程，冀能有助員工
提升行業知識及技術，加強市場洞察力及提高商業觸覺。本集團已根據地方法律、
市場狀況、行業慣例及實現本集團目標以及員工個人表現檢討及調整人力資源及
薪酬政策，尤其是以表現為基礎的花紅獎勵。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和中國共聘用 662名員工（包括董
事）。減少人手主要原因是為應對業務發展，須對內部人力資源作出調整。截至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員工薪金及有關成本總額（包括董事袍金）約為
175,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 180,700,000港元）。

本公司亦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六日採納購股權計劃，對為本公司業務成功及長期
增長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提供鼓勵與獎賞。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據計劃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共10,100,000份。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由於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的財務資源管理政策，故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維持良好狀態。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項目及
定期存款為196,900,000港元。其充裕的財務資源及適當的現金狀況，足以應付業務
發展、經營及資本開支的營運資金需求。任何新投資機會（如有）的所需資金將由本
集團內部資源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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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債務淨額為340,000,000港元（借貸總額、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減現金及現金等價項目），而本集團權益總額則約為
1,129,200,000港元，確保還債能力及本集團可持續經營的能力。於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負債資產比率即債務總額與資本總額（債務淨額及權益總額）
的比率為23%（二零一二年 – 10%）。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短期借貸為89,100,000港元，且擁有現金
淨額及流動資金107,800,000港元，顯示本集團的資本結構良好。我們預期我們的現
金將足以應付可見未來的營運及資本開支需求。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市值約為 1,797,000,000港元。本公司股份
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起暫停在聯交所買賣，並將會一直暫停買
賣直至作出進一步通知為止。

資本承擔、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於年終已訂約但尚未產生的資本開支。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借貸包括銀行借貸約63,600,000港元，以一間附屬
公司之土地及樓宇作抵押約251,700,000港元。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其他
重大收購或出售。

報告期後事項

本集團計劃以代價人民幣400,000,000元出售由其一間附屬公司所持有之酒堡及相
關設施，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公佈。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本公司股東派付任何末
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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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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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進行特別查詢，而
彼等已確認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財政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內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規定。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知悉任何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不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及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報告（「守則」）
守則條文的資料。現有常規會定期檢討，以配合企業管治的最新常規。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公佈日期止期間，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成員
人數少於董事會成員人數的三分之一。因此，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成員人數
未按上市規則第3.10A條的規定，佔董事會成員人數至少三分之一。

根據內部調查，本集團已違反上市規則項下有關以下各項之財務申報條文：(i)公
佈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ii)刊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相關年
度報告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相關中期報告；及 (iii)召開截至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股東週年大會。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各成員均擁有豐富的核數、法律事宜、商
業、會計、企業內部控制及監管事宜經驗。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核數師共同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此外，一間內控顧問正在審閱本集團的內部控制系統（包括顯示於調查報告終稿的
發現）。本公司將適時另行刊發公佈。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同意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綜合損益表及相關附註的初步業績公佈數字與
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列的金額相同。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
此進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準則或
香港鑒證業務準則，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對此初步業績公佈不會發表
任何核證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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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公佈全年業績及年度報告

本公司將在本公司網站 (www.dynasty-wines.com)及聯交所網頁登載上市規則附錄 16

所規定的本全年業績公佈。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當中載有上市規則附
錄16所規定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詳細業績及其他資
料）將適時寄發予股東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dynasty-wines.com)及聯交所網頁。
本公司將適時另行刊發公佈。

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本公司網站及聯交所網頁刊載及於釐定下屆股東週年大會
召開日期之後適時寄發予股東。本公司亦將就股東週年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適時另行刊發公佈。

致謝

藉此機會，本人衷心感謝董事會成員的支持，並表揚他們的英明領導和熱誠貢獻。

本人也要向尊貴股東、客戶、分銷商、葡萄種植者、供應商、業務夥伴及多年來支
持我們的其他持分者，衷心表示感謝。

最後，本人謹此致謝曾在困難期間不懈努力，發揮團隊精神的全體員工和管理層
團隊。

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的股份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起暫停買賣，
直到另行通告為止。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於買賣股份時審慎行事。刊發本
公佈概不保證聯交所批准恢復股份買賣。本公司將適時另行刊發公佈，公開告知
最新進展。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郝非非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郝非非先生、尹吉泰先生及
孫咏健先生；五名非執行董事Heriard-Dubreuil Francois先生、石敬女士、Jean-Marie 

Laborde先生、王正中先生及Robert Luc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國旺博士、
楊鼎立先生及孫如暐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