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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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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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ssin Foods Company Limited
日清食品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75）

( I )本公司截至 2 0 1 9年 9月 3 0日止九個月
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

及
(II)內幕消息 — 控股股東NISSIN FOODS HOLDINGS CO., LTD.

截至 2 0 1 9年 9月 3 0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已於2019年11月7日決議批准本集團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九
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刊發上述財務資料（載於本公告(I)一節）符合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

同日（香港時間下午十二時十五分前後），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日本日清（於日本東
京證券交易所上市，於本公告日期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70.00%）刊發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日本日清財務業績」）。該業績
包含有關日本日清在中國分部之若干財務資料（包括本集團同期財務業績）。根據
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
文，本公司將於本公告(II)一節披露摘錄自日本日清財務業績公告之中國分部資
料。

務請本公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不應過分倚賴日本日清季度披露之內容，並請
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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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公司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

為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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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食品有
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已於2019年11月7日決議批准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九個月（該「期間」）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
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截至9月30止九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348,138 2,274,832

銷售及服務成本 (1,578,060) (1,579,326)

毛利 770,078 695,506

其他收入 36,253 36,149

銷售及分銷成本 (338,663) (323,028)

行政開支 (154,272) (145,778)

財務成本 (99) —

其他開支 (19,044) (16,032)

其他收益及虧損 (3,974) (2,040)

除稅前溢利 290,279 244,777

所得稅開支 3 (55,800) (58,109)

期內溢利 234,479 186,668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11,243 166,213

非控制性權益 23,236 20,455

234,479 186,668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港仙） 4 19.67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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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9月30日

2019年
9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36,778 1,307,820

使用權資產 78,222 —

租賃土地之預付租賃款項 — 77,793

商譽 40,082 40,082

商標 25,848 28,27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6 11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8,210 31,821

遞延稅項資產 20,774 18,806

應收貸款 2,052 2,463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 11,248 14,454

1,543,330 1,521,626

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之預付租賃款項 — 2,100

存貨 280,797 294,086

貿易應收賬款 465,283 449,932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70,917 81,839

應收貸款 547 547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933 1,666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358 8,965

可收回稅項 1,464 4,35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97,723 88,536

其他金融資產 156,630 313,260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 292,75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10,505 1,384,707

2,988,157 2,92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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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239,497 252,54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22,592 502,071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27,432 23,961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549 4,438

租賃負債 1,305 —

稅項負債 30,803 11,812

遞延收入 836 1,274

826,014 796,096

流動資產淨值 2,162,143 2,126,65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705,473 3,648,27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941,441 2,941,441

儲備 591,831 539,0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533,272 3,480,536

非控制性權益 116,484 114,637

權益總額 3,649,756 3,595,17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6,041 33,277

遞延收入 19,032 19,826

租賃負債 644 —

55,717 53,103

3,705,473 3,64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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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1984年10月19日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自2017年12月11日起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其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Nissin Foods Holdings Co., Ltd.

（「日本日清」）（一間於日本註冊成立且其股份於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位於香港新界大埔大埔工業邨大盛街21–23號，主要營業地點
位於香港新界大埔大埔工業邨大順街11–13號。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麵條、蒸煮食品、冷凍食品、飲料產品及零食以及提供宣傳
服務。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以本公司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列。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
製。

除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而所引致會計政
策的變動外，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
方法與呈報於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相同。

3. 稅項

該兩個期間的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指於中國繳納之所得稅，該兩個期間的中國企業
所得稅按中國附屬公司應課稅收入的25%計算。

4.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9年 2018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千港元） 211,243 166,213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74,144,370 1,074,036,980

就未行使股份獎勵而言之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之 

影響 159,210 61,350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74,303,580 1,074,09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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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閱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

本期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期任何股息（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九個月：零）。

7. 財務表現回顧

本期收入為2,348.1百萬港元，較2018年同期之2,274.8百萬港元增加3.2%。香港業務收入減
少2.2%，主要是由於2019年8月中期業績公告所報告之香港捷菱有限公司之產品組合有
所變動，惟部分受到期內即食麵及其他產品增加所抵銷。雖然本期間人民幣兌港元匯
率貶值，但中國業務收入增加7.3%（按當地貨幣計：12.5%）。有關經營業務之分部資料呈
列如下：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未經審核）

香港業務 中國業務
可呈報分部 

總計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分部收入 960,188 1,387,950 2,348,138 — 2,348,138
內部分部收入 115,142 127,153 242,295 (242,295) —

分部收入 1,075,330 1,515,103 2,590,433 (242,295) 2,348,138

業績
分部業績 80,450 177,550 258,000 — 258,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未經審核）

香港業務 中國業務
可呈報分部 

總計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分部收入 981,598 1,293,234 2,274,832 — 2,274,832

內部分部收入 83,946 120,034 203,980 (203,980) —

分部收入 1,065,544 1,413,268 2,478,812 (203,980) 2,274,832

業績
分部業績 83,645 127,023 210,668 — 21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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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期綜合毛利為770.1百萬港元，較2018年同期之695.5百萬港元增加10.7%。本期毛利率
為32.8%，較2018年同期之30.6%增加2.2%，主要受益於穩定的原材料成本及更具成效
的固定成本控制。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211.2百萬港元，而2018年同期為166.2百萬港元。

(II)  內幕消息 — 本公司控股股東NISSIN FOODS HOLDINGS CO., LTD.截至
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本公告此節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日本日清於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於本公告日期，日本日清
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70.00%。

日本日清刊發未經審核季度及年度之財務業績公告，包括根據日本金融商品交易
法（1948年第25號法令，經修訂）之規定而定期刊發之財務業績和說明函件。該等文件
包括本集團營運之財務資料和若干營運統計數據。日本日清之財務報告可於公開
網站查閱。

日本日清已於2019年11月7日香港時間下午十二時十五分或前後公佈及送交存檔截
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日本日清財務業績」）。日本日清亦
於同日在其網站公佈日本日清財務業績之補充數據（「補充數據」），以及該財務業績
之簡報材料（「簡報材料」，連同日本日清財務業績及補充數據統稱「季度披露」）。日
本日清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季度披露。 閣下如欲審
閱季度披露，敬請瀏覽以下網址：

日本日清財務業績 ︰ https://www.nissin.com/en_jp/ir/library/statements/

補充數據 ︰ https://www.nissin.com/en_jp/ir/library/supplemental/

簡報材料 ︰ https://www.nissin.com/en_jp/ir/library/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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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清之財務業績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按綜合基準編製，並未考慮日本日
清與本集團之任何內部交易影響，該等影響或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上市規
則進行報告及披露。此外，日本日清與本集團之財政年度結束期也有差異，日本日
清財政年度截至3月31日止，然而本集團財政年度截至12月31日止。因此，季度披露所
載的財務業績及相關資料載有日本日清中國分部之財務業績，該等財務資料不能
與本公司作為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披露之財務業績及相關財
務資料直接比較。

日本日清財務業績摘要
— 由日本日清刊發及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分部資料

以下是日本日清在中國業務分部所選財務資料摘要，包括本集團同期整體財務業
績（摘錄自日本日清財務業績）：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7月至9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4月至9月）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淨額
銷售給第三方 11,332 11,111 20,967 20,342

分部間銷售 283 124 495 376

總額 11,616 11,235 21,463 20,718

營業收入 1,451 1,329 2,291 1,743

綜合業務業績之質性資訊

中國

在中國，高增值麵市場持續在中國大陸擴張。本集團積極擴展其地域銷售面積並強
化其合味道 品牌。在此環境下，有賴於杯麵（主要是合味道 品牌）的強勁銷售表現，
銷售額按年增加。溢利按年增加乃由於中國銷售量增加，以及來自銷售量增加相關
的成本降低。

故此，於此可報告分部的收入為20,967百萬日圓（+3.1%）及經營溢利為2,291百萬日圓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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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清季度披露載有有關其中國分部的前瞻性財務預測及╱或管理目標。日本日
清有絕對及獨立酌情權經考慮其認為合適及與其申報及披露有關之因素後釐定該
等前瞻性資料。前瞻性資料涉及日後可能對預期業績產生重大影響之重大風險及
不確定因素，故本公司財務業績可能與日本日清之任何前瞻性陳述（包括季度披露）
所述者存在差異。鑑於有關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季度披露內之前瞻性資料不應視為
董事會或本公司將達成有關計劃及目標之聲明。

務請本公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不應過分倚賴日本日清季度披露之內容，並請於
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 

安藤清隆

香港，2019年11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安藤清隆先生、藤縄利通先生、辰谷真次先生、川坂和生
先生及小野宗彥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松本純夫博士、本多潤一先生及中野幸江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