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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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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6）

二零一九年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中期業

績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收益表 — 未經審核
（以港幣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 266,490 265,945
銷售成本  (145,958) (150,022)
   

毛利  120,532 115,923
其他收益淨額  13,019 19,753
銷售及分銷開支  (95,528) (94,670)
行政開支  (40,090) (39,683)
其他經營開支  (3,736) (3,883)
   

經營虧損  (5,803) (2,560)
財務費用 4(a) (2,498) (3,155)
   

除稅前虧損 4 (8,301) (5,715)
所得稅 5 — —
   

期內虧損  (8,301) (5,715)
   

應佔如下：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579) (5,541)
 非控股權益  (1,722) (174)
   

期內虧損  (8,301) (5,715)
   

每股虧損
 — 基本（仙） 7(a) (1.8) (1.5)
   

 — 攤薄（仙） 7(b)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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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 未經審核
（以港幣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 千元

期內虧損 (8,301) (5,71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將來或會重新列入損益的項目：

 因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及
 因換算組成集團於附屬公司之投資的貨幣項目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222) (49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8,523) (6,206)
   

應佔如下：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923) (6,273)
 非控股權益 (1,600) 6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8,523) (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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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 未經審核
（以港幣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 物業、機器及設備  358,809 362,211
— 投資物業  123,996 125,497
   

  482,805 487,708
無形資產  4,771 4,771
其他有形資產  215 —
   

  487,791 492,479
  

流動資產

存貨  46,354 42,209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項 8 51,174 50,866
應收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賬項  13,643 24,087
應收關連公司賬項  508 3,661
銀行存款  21,918 36,71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99,256 81,091
   

  232,853 238,63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項 9 (83,671) (77,515)
租賃負債  (943) —
中介控股公司之貸款  (25,643) (51,394)
應付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賬項  (9,105) (7,878)
應付關連公司賬項  (8,240) (7,037)
應付稅項  (313) (313)
   

  (127,915) (144,137)
  

  

流動資產淨值  104,938 9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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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 未經審核（續）
（以港幣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92,729 586,974
  

  

非流動負債

中介控股公司之貸款  (76,929) (64,243)
退休福利負債  (18,900) (17,697)
租賃負債  (469) —
遞延稅項負債  (4,366) (4,366)
   

  (100,664) (86,306)
  

  

資產淨值  492,065 500,66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52,524 252,524
其他儲備  266,631 273,63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519,155 526,158
非控股權益  (27,090) (25,490)
   

權益總值  492,065 50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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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以港幣計算）

1 編製的準則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
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之適用的規定所編製而
成。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獲授權刊發。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一八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
用者一致，惟採納必需於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
會計政策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

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編製的中期報告，管理層須於應用集團會計政策的過程及報
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之金額時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因此實際數字或有不
同於有關估計。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以附註就重要的事件及交易作出解釋，
以闡明二零一八年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以來財務狀況之變動和表現。本簡明綜合中
期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有關附註並不包括所有須於一份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
財務報表所要披露的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於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顯示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
資料是節錄自有關年度之財務報表，並不構成公司有關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根據
香港公司條例（第622 章）第436 條披露的該等法定財務報表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 條及附表6 第3 部的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交付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財務報表。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該財務報表
發表報告，該報告沒有發表保留意見、沒有提及審計師在不發表保留意見的情況下
強調注意的任何事項，亦沒有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407(2) 或 (3) 條作出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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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定，並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今
個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下列會計準則之發展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二十三號稅項處理不確定性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二零一五至二零一七年週期）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外，採納該等修訂未有對本集團在本期及過往
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財務影響。本集團並未採用任何於本期會計期間尚未生
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租賃」及相關詮釋、香港（國
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四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
詮釋第十五號「經營租賃 ─ 優惠」及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二十七號「評估涉及
租賃法律形式交易的內容」。其就承租人引入單一會計模式，並規定承租人就所有租
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租期為十二個月或以下的租賃 (「短期租賃」)及低
價值資產的租賃除外。出租人的會計規定則大致保留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的規定。

本集團已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本集團已
選用經修訂追溯法，並因而確認首次應用的累積影響作為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權益期初餘額的調整。比較資料未被重列且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呈報。
本集團概無重列比較資料，並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呈報。

有關過往會計政策變動的性質和影響及所採用的過渡性選擇的進一步詳情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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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續）

(a) 會計政策變動

(i) 租賃的新定義

租賃定義的變動主要與控制權的概念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根
據客戶是否在某一時段內控制已識別資產的使用 (其可由指定使用量釐定 )
而對租賃作出定義。當客戶有權指示可識別資產的用途以及從該用途中獲
得絕大部分經濟利益時，即表示擁有控制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內租賃的新定義僅適用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變更的合約。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前訂立的
合約而言，本集團已採用過渡性可行的權宜方法以豁免屬租賃或包含租賃
的現有安排的過往評估。

因此，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評估為租賃的合約繼續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入賬列為租賃，而先前評估為非租賃服務安排的合約
則繼續入賬列為未生效合約。

(ii) 承租人會計處理方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剔除先前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要求承租人將
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的規定。反之，當本集團為承租人，其須
將所有租賃資本化，包括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分類為經營租賃
的租賃，惟該等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

當合約包含租賃部分及非租賃部分，本集團選擇不區分非租賃部分及將各
租賃部分及任何關聯非租賃部分入賬列為所有租賃的單一租賃部分。

倘本集團就低價值資產訂立租賃，則本集團決定是否按個別租賃基準將租
賃資本化。就本集團而言，低價值資產通常為筆記型電腦或辦公室家具。
與該等未資本化租賃相關的租賃付款於租期按系統基準確認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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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續）

(a) 會計政策變動（續）

(ii) 承租人會計處理方法（續）

當租賃已資本化，租賃負債初步按租期應付租賃付款現值確認，並按租賃
中所隱含的利率貼現，或倘該利率不能輕易釐定，則以相關遞增借款利
率貼現。於初步確認後，租賃負債按攤銷成本計量，而利息開支則採用實
際利率法計量。租賃負債的計量並不包括不依賴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
款，因此可變租賃付款於其產生的會計期間在損益中扣除。

於資本化租賃時確認的使用權資產初步按成本計量，其中包括租賃負債的
初始金額，加上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任何租賃付款以及任何所產生的
初始直接成本。倘適用，使用權資產的成本亦包括拆卸及移除相關資產或
還原相關資產或該資產所在工地而產生的估計成本，按其現值貼現並扣減
任何所收的租賃優惠。

使用權資產隨後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

倘指數或利率變化引致未來租賃付款出現變動，或本集團預期根據剩餘價
值擔保應付的估計金額產化變化，或就本集團是否合理確定將行使購買、
續租或終止選擇權的有關重新評估產生變化，則租賃負債將重新計量。倘
以這種方式重新計量租賃負債，則應當對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值進行相應調
整，而倘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值已調減至零，則應於損益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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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續）

(a) 會計政策變動（續）

(iii) 租賃投資物業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倘租賃物業乃為賺取租金收入及╱或為
資本增值而持有，則本集團須將所有該等租賃物業以投資物業入賬（「租賃
投資物業」）。由於本集團先前選擇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四十號投資物業對
其所有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投資目的而持有之租賃物業進行會
計處理，因此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
影響。故此，該等租賃投資物業繼續以成本減累計攤銷及減值列賬。

(b) 應用上述會計政策時作出之重大會計判斷及存在之估計不明朗因素之來源

(i) 釐定租賃期

誠如上述會計政策所闡述，租賃負債以租賃期內應付租賃付款的現值進行
初步確認。於開始日期釐定包含本集團可行使的續租權的租賃租期時，本
集團會評估行使續租權之可能性，並考慮到所有能形成經濟誘因促使本集
團行使續租權之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有利條款、已作出之租賃裝修及該
相關資產對本集團經營之重要性）。倘發生重大事件或情況出現重大變動
而該等事件或變動受本集團控制，則將重新評估租賃期。租賃期的任何延
長或縮短均會影響於未來年度確認的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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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續）

(c) 過渡影響

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當日（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團
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按餘下租賃付款現值釐定餘下租期及計量租賃負
債，並已使用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相關遞增借款利率進行貼現。

為緩解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的過渡，本集團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十六號當日採用下列確認豁免及可行權宜方法︰

(i)  本集團已選擇不就租賃（其餘下租期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
號當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屆滿（即租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
完結））確認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的規
定；

(ii)  於計量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當日之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對
具有合理類似特徵的租賃組合使用單一貼現率（例如，在類似經濟環境下
就類似分類的相關資產採用與餘下租期類似的租賃）；

下表概述於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之影
響︰

受採納香港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九年

財務報告準則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營租賃 一月一日

第十六號影響之 之賬面值 合約資本化 之賬面值

綜合財務狀況表項目︰ 千元 千元 千元

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87,707 1,958 489,665

負債

租賃負債 — (2,038) (2,038)

權益

儲備 (273,634) 80 (27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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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續）

(c) 過渡影響（續）

(ii)  （續）

下列為本集團按相關資產類別劃分之使用權資產於結算日及過渡至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當日之賬面淨值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一月一日
 千元 千元

以折舊成本列賬的自用
 而持有的租賃土地權益 60,743 61,885
以折舊成本列賬的租賃
 以供自用的其他物業 1,332 1,792
以折舊成本列賬的租賃
 以供自用的機器及設備 91 166
  

 62,166 63,843
  

下列為本集團於結算日及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當日之租賃負
債尚餘合約期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一月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年內 943 1,072

一年後但五年內 469 966
  

 1,412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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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續）

(c) 過渡影響（續）

(iii) 對財務業績的影響

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初始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後，本集團（作
為承租人）須確認租賃負債的未償還餘額中產生的利息開支以及使用權資
產的攤銷，而非過往以直線基準確認租期內經營租賃產生的租賃開支的政
策。與倘於年內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所得的業績相比，此對本集團
綜合收益表中錄得的經營虧損產生正面影響。

下表或可顯示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業績產生的估計影響，方法為將該等中期財務
報表中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所呈報的金額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十七號本應確認的假設金額進行比較 (倘該被取代標準繼續適用於二零
一九年而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 )，以及將該等二零一九年假設金
額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編製的二零一八年實際相應金額進行比
較。

   扣除假設 假設根據香港 根據香港

  加回根據香港 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會計準則 第十七號 第十七號

 財務報告準則 第十六號 第十七號有關 作出的 呈報的

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十六號 折舊及 經營租賃的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第十六號影響的截至二零一九年 呈報的金額 利息開支 估計金額 假設金額 金額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業績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經營虧損 (5,803) 1,589 (1,614) (5,828) (2,560)

財務費用 (2,498) 19 — (2,479) (3,155)
     

除稅前虧損 (8,301) 1,608 (1,614) (8,307) (5,715)
     

3 收入及分部資料呈報

(a)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分銷樽裝、罐裝及桶裝啤酒。

由於本集團全部收入均來自該業務，故並無提供有關業務類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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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呈報（續）

(a) 收入（續）

收入指所出售產品之發票總值扣除折扣，退回，增值稅及商品稅。

(b) 分部資料呈報

(i)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有關提供予本集團最高層行
政管理人員以分配資源及評價分部表現之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中國內地 總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外界客戶收入 179,274 178,629 87,216 87,316 266,490 265,945
分部間收入 237 241 — — 237 241
      

須予呈報分部收入 179,511 178,870 87,216 87,316 266,727 266,186
      

須予呈報分部經營

 （虧損）╱盈利
 （經調整稅前息
 前盈利） (5,501) (6,242) (1,097) 2,855 (6,598) (3,387)
      

 香港 中國內地 總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須予呈報分部資產 999,490 1,012,981 106,092 103,271 1,105,582 1,116,252
      

須予呈報分部

 負債 183,116 188,432 426,035 422,786 609,151 6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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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呈報（續）

(b) 分部資料呈報（續）

(ii) 須予呈報分部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帳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須予呈報分部收入 266,727 266,186
 分部之間收入撤銷 (237) (241)
  

 綜合收入 266,490 265,945
  

虧損

 須予呈報分部經營虧損 (6,598) (3,387)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745 863
 中介控股公司貸款利息支出 (2,400) (3,087)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19) —
 出售非流動資產之淨盈利 16 1
 匯兌淨虧損 (45) (105)
  

 綜合稅前虧損 (8,301) (5,715)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資產

 須予呈報分部資產 1,105,582 1,116,252
 分部之間應收賬項撤銷 (384,938) (385,141)
  

 綜合總資產 720,644 731,111
  

負債

 須予呈報分部負債 609,151 611,218
 分部之間應付賬項撤銷 (384,938) (385,141)
  

 224,213 226,077
 遞延稅項負債 4,366 4,366
  

 綜合總負債 228,579 23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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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呈報（續）

(b) 分部資料呈報（續）

(iii)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 (i) 本集團外界客戶收入及 (ii) 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無形資產
及其他有形資產（「指定非流動資產」）之地理位置資料。客戶之地理位置是
根據每名客戶成立地點所在國家而定。指定非流動資產之地理位置是根據
資產之實際位置（倘屬固定資產及其他有形資產）及獲劃撥有關資產之營運
地點（倘屬無形資產）而定。

 外界客戶收入 指定非流動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止六個月 六月 十二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香港（成立地點） 130,308 132,707 455,987 462,456
    

中國內地 47,860 50,439 31,804 30,023
菲律賓 85,487 80,031 — —
其他國家 2,835 2,768 — —
    

 136,182 133,238 31,804 30,023
    

    

 266,490 265,945 487,791 49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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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 千元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a) 財務費用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中介控股公司
貸款利息支出 2,400 3,087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19 —
銀行費用 79 68
  

 2,498 3,155
  

(b) 員工薪酬
退休金成本 5,775 5,889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60,949 61,610
  

 66,724 67,499
  

(c) 其他項目
租賃土地款項攤銷
— 租賃土地款項 — 1,289
— 使用權資產 — 租賃土地及物業 1,053 —
— 使用權資產 — 機器 536 —
折舊
— 物業、機器及設備 7,557 9,070
— 投資物業 2,356 2,359
存貨成本 144,486 148,958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項之減值撥備 32 210
  



– 17 –

5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 香港以外
— 期內撥備 — —
  

遞延稅項

— 暫時差額之出現及回撥 — —
  

  

所得稅支出 — —
  

二零一八年三月，香港政府通過「2018年稅務（修訂）（第3號）條例」（「修訂條例」），
引 入利得稅兩級制。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公司的首二百萬港元應評稅利潤的
稅率為 8.25%，而餘下的應評稅利潤則為16.5%。 該條例自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課稅
年度起生效。

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法定稅率為25%（二零一八年：25%)。各家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均由於錄得稅項虧損，故並無就本期內稅項作出撥備。

6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7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
佔虧損共6,579,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541,000元）及本
期間內已發行之373,570,560 股普通股（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373,570,560 
股普通股）計算。

(b) 攤薄之每股虧損

攤薄之每股虧損並未予列出，因本公司並沒有具攤薄性的潛在普通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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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項

應收貿易賬項（扣除呆壞賬撥備）於結算日之賬齡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未到期 32,422 32,964
過期日少於一個月 7,860 5,140
過期日為一至三個月 1,209 1,095
過期日為三個月至十二個月 957 910
過期日多於十二個月 336 252
  

 42,784 40,361
  

一般信貸於銷售月份後的月份完結時到期。因此，上述所有未到期結餘均在發票日
期後兩個月內到期。

管理層備有信貸政策，並會持續監察該等信貸風險。

信貸乃因應個別客戶之財務狀況而釐定。為有效地管控有關應收貿易賬項之信貸風
險，本集團會定期評估顧客之信用狀況。

9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項

應付貿易賬項於結算日之賬齡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未到期及過期日少於一個月 38,058 32,200
過期日為一至三個月 441 984
過期日為三至六個月 38 43
過期日多於六個月 33 200
  

 38,570 33,427
  

本集團的一般付款條款是於發票日期後一至兩個月內到期。因此，上述未到期及過
期日少於一個月的結餘大部份均在發票日後兩至三個月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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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錄得之綜合虧損為830萬港元，對比二零一八年同期的
綜合虧損為570萬港元。由於華南業務的表現持續改善，廣告及推廣補貼按計劃被
削減，以致二零一九年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660萬港元，對比去年的虧損
為550萬港元。

本集團之綜合收入為2.67億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高0.2%。毛利達1.21億港元，
較去年高4.0%，而毛利率為45.2%。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和銀行存款改善至1.21億港元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8億港元）。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總貸款減至1.03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6
億港元）。總資產淨值維持4.92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1億港元），
而貸款比率為0.21（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3）。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

業務回顧

香港業務

本年首六個月，香港業務的銷量錄得2%增長。因銷售成本下降和有效的固定開支
管理，經營虧損減少了12%。由於香港經濟增長放緩，而啤酒業在這段時間收縮了
3%，我們視之為一個令人鼓舞的成績。

本公司繼續維持及強化其廣泛的啤酒品牌組合，為確保在不同的啤酒市場也有我們

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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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市場，生力清啤保持在全港現飲和非現飲場所的受歡迎程度，其銷量和收入

均錄得雙位數的增長。生力啤酒聯同生力清啤於五月到六月推出了「輕鬆系大放送」

的聯合品牌全市場推廣活動。以策略性的電視及網上廣告宣傳輔助，此推廣成功帶

來消費，並於業務夥伴和消費者中加強商譽。在整個上半年，我們於便利店渠道也

有一系列的禮品換領活動。

同時，由於近日於中環及金鐘一帶的情況，香港旅遊發展局決定取消本年度生力品

牌為獨家啤酒贊助商的香港龍舟嘉年華。

在高檔、特色及手工啤酒市場中，生力黑啤的銷量較二零一八年同期錄得雙位數的

增長。

在仍佔整體市場銷量30%的低價啤酒市場中，經過之前努力強化品牌，藍冰啤酒表
現出色。藍冰啤酒更新了其外包裝，並在二零一九年四月份，利用其兩大重要訊息 
— 「冰涼心透」和「連續五年全港五大啤酒之一」 — 去進行全零售渠道的抽獎活動。

本公司在澳門及其它出口市場的銷量及收入亦見增長。

在回顧時期內，本公司根據公司條例第十三部第680條例與其全資附屬公司Ravelin 
Limited（「Ravelin」）完成了（「縱向合併」）。有關上述合併的特別決議案已闡述於二
零一九年四月四日本公司的通函（「通函」）內，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舉行之本

公司股東特別大會獲本公司股東正式通過。而鑒於公司註冊處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

十九日發出了合併證明書，Ravelin由該日起已不再是本公司之外的實體。如通函
所披露，因Ravelin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本次縱向合併沒有對本集團綜合報
表的損益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沒有對本集團綜合報表的資產及負債狀況產生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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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業務

我們整體華南業務的銷量在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錄得輕微的增長。收入減去變動成

本對比上年同期改善了4%。銷量的改善大致來自生力廣東啤酒有限公司（「生力廣
東」），它能夠把成本下降及增加出口生產。與此同時，市場提供高折扣優惠，競爭

激烈，導致邊際利潤較低的產品銷量下跌，以致廣州生力啤酒有限公司（「廣州生

力」）的銷量也下跌。然而，邊際利潤較高的生力啤酒及龍啤品牌繼續保持它們的升

勢。

為增強生力啤酒的曝光率，廣州生力於各夜場，中式酒樓及超級市場推出了農曆新

年銷售活動。另一方面，生力清啤推出消費者推廣活動以增加銷售網點的銷量。生

力清啤推出了三條全新以「生活就要Light」為主題的短片，這些短片於場內及網上
的廣告平台播放。

乘著龍啤的升勢，本公司在龍江鎮以雙倍力度推行重要的銷售活動去增加其曝光率

及促進消費。

隨著過去幾年邊際利潤較高的產品的銷量持續增長，我們需要更努力去確保升勢持

續。日後，我們會在這競爭激烈的市場規劃管理邊際利潤較低的產品之銷量，以及

平衡銷量與盈利。

展望

我們有信心，定下計劃和項目將會把我們的產品放置於合適位置，為目標市場帶來

更理想的舖市及消費。

我們衷心感謝所有員工不懈的付出及堅持，以及董事會的指導。最後，我們亦感謝

所有客戶和業務夥伴一直以來的支持、惠顧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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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

售或贖回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採用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

則」），惟下文所述的偏離行為除外；

• 根據本公司章程，所有非執行董事每三年須在股東周年大會輪值退任及接受重

新選舉，故並無特定任期（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4.1項）。

詳盡中期業績之刊登

一份詳盡業績報告將在適當的時候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 
及本公司網站info.sanmiguel.com.hk 刊登，其包含上市規則所要求的所有資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蔡啓文

香港，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杜華博先生；非執行董事蔡啓文先生 
（主席）、凱顧思先生（副主席）、陳雲美女士、黃思民先生、小澤史晃先生、內山建二先生 
及山內智樹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Alonzo Q. Ancheta先生、李國寶爵士、Reynato S. Puno
先生及施雅高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