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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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91)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為約人民幣 18,825,000,000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7.2%。本集團

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及本公司股東應佔綜合溢利分別為約人民幣 2,632,000,000 元及人民

幣 1,871,000,000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27.5%及 24.1% 

 本集團整體啤酒銷量較去年同期上升 2.6%至約 6,375,000 千升，表現較行業水平為好。受

益於品牌重塑戰略，產品結構進一步提升，以及收購喜力中國所帶來的貢獻，中高檔啤酒

銷量較去年同期增長 7.0%，使整體平均銷售價格較去年同期上升 4.5% 

 縱然銷售成本因部份原材料成本上漲及產品結構進一步提升而有所增加，整體毛利較去年

同期上升 12.7%至人民幣 7,125,000,000 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本集團完成收購喜力中國，開展與 Heineken 集團的長期戰略

合作 

 董事會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12 元 
  

財務概要 
   

 財務概要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額  18,825  17,565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1,871  1,508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人民幣 0.58  人民幣 0.46  

      

每股中期股息  人民幣 0.12  人民幣 0.09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0,622  18,848  

非控制股東權益   63  62  

總權益   20,685  18,910  

       

綜合現金淨額   2,817  1,212  

       

負債比率
1
   淨現金  淨現金  

       

流動比率   0.53  0.46  

       

每股資產淨值-賬面值   人民幣 6.36  人民幣 5.81  

附註: 
1. 負債比率指綜合借款淨額與總權益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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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及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分析表  

  
     

 

營業額 

  

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東區 9,732 9,009  1,377 844  

中區 5,020 4,368  751 524  

南區 4,552 4,697  572 752  

 19,304 18,074  2,700 2,120  

對銷分部間之交易 (479) (509)  - -  

公司總部費用 - -  (68) (56)  

總額 18,825 17,565  2,632 2,064  

       
  

 



 

華潤啤酒(控股)有限公司  -3- 

二零一九年中期業績 
 

華潤啤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欣然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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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額  18,825  17,565 

銷售成本  (11,700)  (11,242) 

毛利  7,125  6,323 

其他收入 5 396  382 

銷售及分銷費用  (2,906)  (2,564) 

一般及行政費用  (1,944)  (2,031) 

財務成本 6 (22)  (33) 

除稅前溢利  2,649  2,077 

稅項 7 (777)  (563) 

本期溢利 8 1,872  1,514 

     
分配於：     

 本公司股東  1,871  1,508 

 非控制股東權益  1  6 

  1,872  1,514 

       
每股盈利 10    

 基本  人民幣 0.58  人民幣 0.46 

 攤薄  人民幣 0.58  人民幣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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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期溢利  1,872  1,514 

     
其他全面費用：     

隨後可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海外業務之匯率差異  -  (33) 

本期其他全面費用（除稅後）  -  (33)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1,872  1,481 

     
分配於：     

 本公司股東  1,871  1,475 

 非控制股東權益  1  6 

  1,872  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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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 持作自用的土地權益   3,411  3,141 

 - 物業、機器及設備   17,153  16,491 

使用權資產   277  - 

商譽   9,461  8,390 

其他無形資產   492  124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9  9 

預付款項   208  240 

遞延稅項資產   2,516  2,426 

   33,527  30,821 

流動資產      

存貨   5,219  5,37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010  906 

借予一間控股公司款項   1,400  - 

可退回稅項   184  240 

已抵押銀行結存   67  6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061  1,858 

   11,941  8,45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20,643)  (17,637) 

短期貸款   (1,311)  (704) 

租賃負債   (76)  - 

應付稅項   (306)  (29) 

   (22,336)  (18,370) 

流動負債淨值   (10,395)  (9,9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132  20,901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貸款   -  (9) 

租賃負債   (186)  - 

遞延稅項負債    (685)  (399) 

其他非流動負債   (1,576)  (1,583) 

   (2,447)  (1,991) 

   20,685  18,91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090  14,090 

儲備   6,532  4,758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0,622  18,848 

非控制股東權益   63  62 

總權益   20,685  1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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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一、 獨立審閱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並未經審核及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二、 編製基準 

中期業績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 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呈列。 

整套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申報」編製，將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早刊發。 

作為比較信息載列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有關的財務資料雖然來源於本公司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不構成本公司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

表。《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第 436 條要求披露的與這些法定財務報表有關的

更多信息如下： 

按照《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的要求，本公司已向香港公司註冊處遞交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這些財務報表出具核數師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其中不包含核數

師在不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包含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條

及第 407(2)或(3)條作出的聲明。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本集團收購了 Heineken 集團在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的業務。收購事項已於期內完

成，而收購產生的臨時商譽已於附註十三所載確認。 

考慮到本集團的負債比率、歷史和預期未來的經營現金流，以及本集團未使用的銀行融資額度，管理層預計本集

團有足夠的資源履行到期的負債和承諾，並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運營存在。 

三、 主要會計政策 

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由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會計年度開始適用於本集團的新準

則、修訂及詮釋外，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採納該等新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於回顧會計期間及以往會計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並未構成重大影響，故毋

須作出任何前期調整，惟下文所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導致會計政策變動及財務資料中所確認

的金額有所調整。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中的過渡條文，本集團就過渡至新租賃準則時採納修改追溯法。

因此，新規則所產生的調整並無反映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惟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的期初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確認。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後，本集團把以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

賃相關負債確認為租賃負債。該等負債以租賃付款餘額之現值進行計量，使用承租人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增

量借款利率進行折現。承租人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應用於租賃負債的加權平均增量借款利率約為 4%。 

對於曾分類為融資租賃的租約（在上一個財政年度資產及租賃負債根據香港會計第 17 號歸類為短期及長期貸

款），本集團於首次應用日過度前立即確認租賃資產及租賃負債之賬面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的計量準則

僅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後應用。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營業租約承擔   120 

用首次應用日增量借款利率折現   (16) 

加：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確認之融資租約   1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之租賃負債   116 

其中：    

流動性租賃負債   38 

非流動性租賃負債   78 

   116 

 

大部份的使用權資產以與租賃負債相同的金額計量，以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中該項租賃相關

的任何預付或應付未付的租賃付款金額做調整。於首次應用日，沒有需對使用權資產做出調整的繁重租賃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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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會計政策（續） 

確認的使用權資產與物業、機器及設備相關。 

截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對綜合資產負債表的調整概述如下：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16 號 

之影響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經審核)   (未經審核) 

    原先列示   重列 

綜合資產負債表（節錄）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固定資產–物業、機器及設備    16,491  (8)  16,483 

使用權資產    -  118  11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06  (6)  900 

流動性租賃負債    -  (38)  (38) 

非流動性租賃負債    -  (78)  (78) 

短期貸款    (704)  3  (701) 

長期貸款    (9)  9  -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本集團採用如下準則允許的實際適宜方法： 

- 對一組有合理相似特點的租賃使用單一折現率 

- 依靠過往對於租賃是否繁重的評估 

- 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剩餘租賃期少於十二個月的經營租賃計為短期租賃 

本集團亦選擇不在首次應用日重新估計一項合約是否含有租賃。相反，對於過度日之前訂立之合約，本集團依靠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 號「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一項租賃」所

作出的評估。 

本集團租賃多個辦公室，倉庫，及設備。租賃合約通常為 1 至 14 年的固定期限，但亦可能有延長選擇。租賃條款

乃按個別基準商定並且包括廣泛的不同條款及條件。 

直至二零一八年，租賃物業，廠房及設備被分類為融資租約或營業租約。根據營業租約而需支付之租金，於損益

中在租賃年期內按直線法扣除。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於租賃資產可被本集團使用之日，租賃被確認為一項使用權資產及一項相對應的負

債。每項租賃付款分攤為負債和財務成本。財務成本於租賃期内的損益扣除，以使各個期間的負債結餘的定期利

率大致相若。使用權資產於資產的使用期與租賃期中較短者按直線法折舊。 

租賃付款以租賃中訂明的利率折現。如利率無法確定，則使用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即為承租人為獲得一項相

似價值的資產所必要的借款，在相似經濟環境下以相似的條款及條件所應支付的利率。 

使用權資產以成本計量，包含以下部分： 

- 租賃負債的首次計量金額 

- 任何起始日或之前的租賃付款減去任何已收到的租賃激勵 

- 任何首次直接成本，及 

- 修復成本 

與短期租賃及低值資產的租賃相關的付款並不重大，並按直線法於損益中確認費用。短期租賃為租賃期為 12 個月

或更短的租賃。低值資產包括機器設備。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該等準則、修訂和詮釋將

不會對本集團業務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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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部資料 

 
 東區 中區 南區 公司總部/對銷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營業額 1      

對外銷售 9,575 4,836 4,414 - 18,825 

分部間銷售 157 184 138 (479) - 

合計 9,732 5,020 4,552 (479) 18,825 

      

分部業績 2 1,377 751 572  2,700 

      

未經分攤的公司總部支出     (68) 

利息收入     39 

財務成本     (22) 

除稅前溢利     2,649 

稅項     (777) 

      

本期溢利     1,872 

      

其他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 3 3,292 210 134 - 3,636 

折舊及攤銷 459 209 184 3 855 

所確認減值虧損 102 10 114 - 226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營業額 1      

對外銷售 8,739 4,304 4,522 - 17,565 

分部間銷售 270 64 175 (509) - 

合計 9,009 4,368 4,697 (509) 17,565 

      

分部業績 2 844 524 752  2,120 

      

未經分攤的公司總部支出     (56) 

利息收入     46 

財務成本     (33) 

除稅前溢利     2,077 

稅項     (563) 

      

本期溢利     1,514 

      

其他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 3 261 526 273 - 1,060 

折舊及攤銷 433 187 197 1 818 

已確認減值虧損 159 27 80 - 266 

    
 

 

 

1. 營業額代表已扣除銷售回扣的啤酒產品銷售並在某一時點確認（包括喜力中國貢獻約人民幣 375 百萬元）。 

2. 分部業績為未計利息收入、財務成本及稅項前盈利。 

3. 添置非流動資產包括固定資產、商譽、其他無形資產及使用權資產（包括收購喜力中國約人民幣 2,941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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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其他收入包括:     

利息收入  39  46 

 

 

六、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利息 12  29 

租賃負債利息 6  - 

融資支出 4  4 

 22  33 

 

 

七、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中國內地所得稅    

本期間稅項 651  527 

    

遞延稅項 126  36 

 777  563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八年：16.5%）計算。 

 

中國內地附屬公司之所得稅乃根據其有關稅務法例按估計應課稅溢利撥備。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適用所得稅率為 25%（二零一八年：25%）。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預提所得稅是對中國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賺取的利潤所宣佈的股息而徵

收。遞延稅項以未分配利潤預計在可預見的將來宣佈的股息為上限作預備。 

 

 

八、 本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本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861  3,014 

折舊    

- 自置資產 818  806 

- 使用權資產 18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9  12 

已確認減值虧損    

- 固定資產 88  90 

- 存貨 138  176 

已售貨品成本 11,700  11,242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 (7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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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股息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

每股人民幣0.03元。股東隨後在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批准該建議。此股息兌換為每股港幣0.03元並以港幣支

付。二零一八年度的已派末期股息約為人民幣97百萬元（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度已派的末期股息約為人民幣

2.27億元）。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六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12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

0.09元）。根據截至本公告日之最新已發行股份數目計算，股息總額估計約人民幣3.89億元（二零一八年：人民

幣2.92億元）。 

 

 

十、 每股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1,871  1,508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44,176,905  3,244,176,905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  人民幣 
    

基本及攤薄之每股盈利 0.58  0.46 

    

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基數計算與上文所述的一致。 

 

 

十一、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貿易應收款項，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0 – 30 天  298  78 

31 – 60 天  73  68 

61 – 90 天  34  41 

> 90 天  157  256 

  562  443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以下之信貸期: 

(甲) 貨到付款; 或 

(乙) 三十至九十天賒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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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貿易應付款項，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0 – 30 天  3,613  1,963 

31 – 60 天  402  132 

61 – 90 天  166  176 

> 90 天  58  69 

   4,239  2,340 

 

十三、 收購 Heineken 集團在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的業務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本集團向Heineken 集團收購了七家公司的全部股權，即喜力（中國）企業管理有

限公司、喜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喜力啤酒（上海）有限公司、喜力釀酒（廣州）有限公司、喜力釀酒

（浙江）有限公司、喜力釀酒（海南）有限公司，和喜力香港有限公司（統稱「喜力中國」）。總現金對價為

商定企業價值港幣2,355百萬元並按已同意的價格調整項目進行調整。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已支付臨時

對價2,882百萬港元（相當於人民幣2,472百萬元），但價格調整項目及最終對價截至本報告日尚未達成共識。 

 

因收購而產生的臨時商譽約人民幣1,065百萬元，乃歸因於所收購業務之預計盈利能力及協同效益。 

 

於收購日取得之可識別資產和負債如下： 

 臨時公允值 

 人民幣百萬元 
  
固定資產 1,468 

無形資產 378 

其他資產 461 

現金及銀行結存 25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16) 

其他負債 (240) 

 1,407 

 

公允值為臨時數及有待收到最終的評估結果。 

 

自收購喜力中國交割後，該業務的貢獻對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整體財務表現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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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未經審計之綜合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18,825,000,000 元及人民幣 1,871,000,000 元，分別較去年同期增長 7.2%及 24.1%。本集團於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較去年同期上升 27.5%至人民幣 2,632,000,000

元。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受益於啤酒市場消費升級，整體啤酒市場容量較去年同期有所增

長。本集團整體啤酒銷量較去年同期上升 2.6%至約 6,375,000 千升，表現較行業水平為

好。 

 

於回顧期內，受益於品牌重塑戰略，產品結構進一步提升，加上收購喜力中國後的貢獻，

中高檔啤酒銷量較去年同期增長 7.0%，使整體平均銷售價格較去年同期上升 4.5%，而銷

售成本則因部份原材料成本上漲及產品結構進一步提升而增加。綜合以上因素，二零一九

年上半年整體的毛利較去年同期上升 12.7%至人民幣 7,125,000,000 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受加大廣告投入及收購喜力中國的影響，使整體銷售及分銷

費用較去年同期上升 13.3%。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持續推行產能優化及組織再造，二零一九

年上半年相關的員工補償及安置費用約人民幣 348,000,000 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約人民幣

81,000,000 元)。受員工補償及安置費用、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一次性計提二零一七年度的年

金費用(約人民幣 174,000,000 元)、員工成本減少和減值下降的影響，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管

理及一般費用較去年同期下跌 4.3%， 

 

本集團持續豐富產品組合，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份推出中高端產品馬爾斯綠啤酒

(MARRSGREEN)，配合去年推出高檔的「匠心營造」和中檔以上的「勇闖天涯 superX」新

產品，進一步支持中高檔啤酒銷量增長及提升品牌形象。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已確認的固定資產及存貨減值分別為人民幣 88,000,000 元及人民幣

138,000,000 元，其中，本集團持續推動優化產能佈局，於回顧期內已停止營運 1 間啤酒

廠。同時，完成收購喜力中國後新增 3 間啤酒廠。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底，本集團在中國內

地 25 個省、市、區營運 80 間啤酒廠，年產能約 21,600,000 千升。 

 

在落實高端化戰略方面，收購喜力中國的交易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完成交割，

Heineken 商標許可協議和框架協議亦已於同日正式生效。自收購喜力中國交割後，該業務

的貢獻對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整體財務表現影響不大。此長期戰略合作將為本集團提供在

中國高端啤酒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和戰略性的機遇。 

 

展望未來，預計行業競爭持續激烈，本集團將調整產品結構、加強渠道建設、通過新品牌

的廣告等市場推廣策略建立新品牌形象，以提升品牌知名度及高端市場的競爭地位。此

外，為實現與 Heineken 集團的長期戰略合作，本集團將繼續重點推動實現喜力中國的整合

工作。此長期戰略合作將有助本集團抓緊中國高端啤酒市場迅速增長所帶來的機遇，提供

一個提升價值的機會。本集團將持續圍繞「創新發展、轉型升級、有質量增長」三大管理

主題，落實精益銷售、品牌重塑、營運變革、互聯網營銷、組織再造、產能優化、渠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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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信息化升級、企業文化重塑等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本集團亦會持續密切留意市場變

化，以及中美經貿摩擦對成本可能造成的影響，快速做出相應具前瞻性的行動。推行產能

優化及組織再造預期將持續驅動本集團的財務表現。 

 

財務回顧 
 

資金及融資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綜合現金及銀行存款達人民幣 4,128,000,000 元。本集

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借貸為人民幣 1,311,000,000 元，並須於一年內償還。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現淨現金狀況。 

 

本集團的主要資產、負債、收益及付款均以港幣、人民幣及美元結算。於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分別有 1.2%以港幣、96.2%以人民幣及 2.6%以美元持

有。本集團借貸中 99.9%以港幣結算。本集團借款主要以浮息為基礎。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及流動比率分別為人民幣 22,336,000,000 元

及 0.53。流動負債中包含預收啤酒銷售款項和預提促銷及推廣費用，此金額大部分將被應

收貿易賬款抵消或在未來通過銷售折扣實現，短期內沒有重大的現金淨流出。考慮到本集

團的負債比率、歷史和預期未來的經營現金流，以及本集團未使用的銀行融資額度，管理

層預計本集團有足夠的資源履行到期的負債和承諾，並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運營存在。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淨值為人民幣 67,000,000 元（二零一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67,000,000 元）的資產，以獲取應付票據。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 35,000 人，其中超過 99%在中國內地僱用，其餘

的主要駐守香港。本集團僱員的薪酬按其工作性質、個別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並輔以各

種以現金支付之獎勵。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一），向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

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股東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每股人民幣0.12元（金額按照本公告日期前（包括本公告日在內）五個工作天中國人民銀

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的中間價的平均價人民幣1元兌換港幣1.11575元計算，相當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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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港幣0.134元）（二零一八年：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9元，相當於每股港幣0.10元），

中期股息將以港幣現金支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享有

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星

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登記過戶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

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4 樓，辦理登記手續。 

 

 

企業管治 

 

本公司明白，公司方面必須長期付出努力，經常保持警覺，才能發展與維繫一個良好而穩

固、符合本集團需要的企業管治結構。本公司董事（「董事」）堅信，合理的企業管治常

規，對本集團健康而穩定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 

 

本公司自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起已實行本身的企業管治規範及目標。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八

日，董事會通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手冊」（以下簡稱「企業管治手冊」），於二零

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八日、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七日、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八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作出修訂的企業管治手

冊，當中包含差不多所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企業管治守則」（以下簡稱「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包括守則條文的實

施細則以及若干適用的建議最佳常規。企業管治手冊在本集團的網站可供下載，亦可向公

司秘書索取。 

 

除以下所述情形外，本公司於期內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就企業管治守則第 A.2.1 項至 A.2.6 項、以及第 A.2.8 項至 A.2.9 項而言，自陳朗先生於二

零一九年七月十一日辭任董事會主席後，董事會主席職位一直懸空及至本公告發表當日仍

未填補。本公司董事會及其成員已根據上述企業管治守則條文酌情履行職責。本公司董事

會及提名委員會將不斷審議及討論有關董事會組成的調整。 

 

就企業管治守則第 A.4.1 項守則條文而言，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均無固定任期。董事會

認為，指定任期意義不大。現行制度已提供充分的靈活性予本公司組織一個能夠配合本集

團需求的董事會班子。此外，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規定，三分之一的董事（包括執行董事

及非執行董事）須每年退任，而每名董事須最少三年輪值退任一次。每年退任的董事須為

董事會於年內委任的董事及自獲選或重選以來在任最長的董事。退任董事可重選連任。 

 

就企業管治守則第 C.1.2 項守則條文而言，本公司並無每月向董事會成員提供更新資料，

內容足以讓全體董事會及董事履行職責。但本公司亦按公司業務情況，不定時向各董事會

成員提供更新資料，讓全體董事會及董事履行職責。 

 

就企業管治守則第 D.1.4 項守則條文而言，本公司並無向董事發出正式的董事委任書，惟

彼等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規定，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此外，董事須參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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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註冊處出版之《董事責任指引》及由香港董事學會出版之《董事指引》及(如適用)

《獨立非執行董事指南》中列明之指引履行彼等作為董事之職責及責任。而且，董事亦須

遵守上市規則、法律及其他法規之要求。 

 

就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 E.1.2 項而言，陳朗先生因公務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

四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主持股東週年大會的本公司執行

董事簡易先生，以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其他董事會成員，均具備足夠才幹於股東週年大

會上回答提問，並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稱職地回答了提問。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本公司採納了「道德與證券交易守則」(以下簡稱「道德守 

則」)，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以下簡稱

「標準守則」)包含其內。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六日、二零零七年四月四日及二零零八年三

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會修改、批准及再次確認道德守則所訂的標準，其後於二零零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七日再次修訂。道德守則

內的證券交易禁止及披露規定也適用於個別指定人士，包括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及可接觸

本集團內幕消息的人士。道德守則條款的嚴格性，不限於標準守則所要求的標準。經本公

司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中

所列載的 指定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劵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簡易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簡易先生、侯孝海先生（首席執行官）及黎寶聲先生（首席財務官）。
本公司的非執行董事為黎汝雄先生、端木禮書先生及 Rudolf Gijsbert Servaas van den Brink 先生。本公司的獨
立非執行董事則為黃大寧先生、李家祥博士、鄭慕智博士、陳智思先生及蕭炯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