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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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China Tobacco International (HK) Company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55）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公告

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公佈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財務業績，連同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財務摘要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收入 8,976,951,511 7,032,670,812
銷售成本 (8,558,113,354) (6,659,756,824)
毛利 418,838,157 372,913,988
其他收入淨額 26,509,025 16,755,774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64,999,570) (64,981,196)
融資成本 (563,443) –
稅前利潤 379,784,169 324,688,566
所得稅 (60,858,699) (62,927,737)
稅後利潤 318,925,470 261,76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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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港元列示）

2019年 2018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入 4 8,976,951,511 7,032,670,812
銷售成本 (8,558,113,354) (6,659,756,824)

毛利 418,838,157 372,913,988
其他收入淨額 5 26,509,025 16,755,774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64,999,570) (64,981,196)

經營利潤 380,347,612 324,688,566
融資成本 6(a) (563,443) –

稅前利潤 6 379,784,169 324,688,566
所得稅 7 (60,858,699) (62,927,737)

年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318,925,470 261,760,829

以下各方應佔年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18,925,470 259,483,752
非控股權益 – 2,277,077

年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318,925,470 261,760,829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9 0.53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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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12月31日（以港元列示）

2019年 2018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41,010,570 373,240
租金按金 1,930,132 –

42,940,702 373,240
流動資產
存貨 237,329,901 1,037,959,65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851,545,243 449,233,39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37,979,196 650,995,191

2,826,854,340 2,138,188,23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153,175,011 1,546,763,038
租賃負債 7,546,348 –
應付即期稅項 78,902,716 18,044,017

1,239,624,075 1,564,807,055

流動資產淨值 1,587,230,265 573,381,18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30,170,967 573,754,42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4,306,534 –
修復成本撥備 2,422,927 –

26,729,461 –

資產淨值 1,603,441,506 573,754,42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03,721,280 500,010,000
儲備 199,720,226 73,744,424

權益總額 1,603,441,506 573,75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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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於2019年6月12日
（「上市日期」）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完成後，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上市。中煙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中煙國際集團」，前稱天利國際經貿有限公
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直接母公司。中國煙草總公司（「中國煙
草總公司」，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的公司）為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

根據公司重組（「重組」），本公司開始以下業務營運（統稱「相關業務」），於重組前，相關
業務由中國煙草總公司的不同附屬公司（「營運實體」）作為其分部或較小的業務組成部分
開展：

• 向東南亞、香港、澳門及台灣地區出口煙葉類產品（「煙葉類產品出口業務」）；

• 自全球原產國或地區（除包括津巴布韋在內的受制裁國家及地區外）進口煙葉類產品
至中國內地（「煙葉類產品進口業務」）；

• 向泰王國（「泰國」）、新加坡共和國（「新加坡」）、香港及澳門的免稅店以及中國內
地境內關外的免稅店直接銷售或通過分銷商銷售中國煙草旗下捲煙（「捲煙出口業
務」）；及

• 向全球的海外市場出口新型煙草製品（「新型煙草製品出口業務」）。

2 編製基準

本公告所載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惟摘錄自
該等財務報表。

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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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統稱包括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而
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

載於本年度業績初步公告有關截至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
本公司該等年度的法定年度財務報表。

有關根據《公司條例》第436條披露的該等法定財務報表的其他資料如下：

本公司將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所要求，適時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由於本公司於2018年為私營公司，故無須且並無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2018年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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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本公司該兩個年度的財務報表出具報告。該等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
見；並無載有對核數師在不對該等報告作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方式敬請垂注的任何
事宜的提述；亦無載有《公司條例》第406(2)、第407(2)或(3)條所作出的聲明。

相關業務由本公司於2018年6月30日重組完成後開展。於重組前，相關業務由營運實體作
為其分部或較小的業務組成部分開展，本公司董事認為相關業務可從營運實體之間的經濟
活動客觀區分。營運實體並非由中國煙草總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CNTC集團」）全資
擁有，因此，經營業績內非控股權益應佔權益及應佔資產淨值於財務報表內呈列為歸屬於
非控股權益。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作為可資比較資料納入財務報表）乃按招股章程
附錄一所載的歷史財務資料附註1.2所詳述的相同基準編製，反映相關業務的資產與負債
以及對獨立營運將屬必要的有關職能部門的成本及開支。然而，由於相關業務於重組完成
前並未作為獨立實體運營，該等可資比較財務資料未必可反映若相關業務於截至2018年12
月31日止整個年度已作為獨立於CNTC集團的實體運營時的經營業績、財務狀況及現金流
量。

3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了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以及多項於本公司的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概無發展事
項對本公司於當前期間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或呈列方式產生重大影響。本
公司並無應用任何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會計政策變動詳情討論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香港（國際
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15號－經營租賃－優惠，以及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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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承租人就所有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
及租賃負債，惟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出租
人會計規定乃轉承自《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且大致上保持不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亦引入額外的定性及定量披露規定，旨在使財務報表使用者
得以評估租賃對實體的財務狀況、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的影響。



6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公司已選擇採用經修
訂追溯方式，因此可資比較資料尚不予重述，並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呈報。
鑒於本公司於2019年1月1日僅有一項短期租賃，故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對本公司於2019年1月1日的期初結餘並無影響。

有關過往會計政策變動之性質及影響的詳情載列如下：

a. 租賃的新定義

租賃定義的變動主要涉及控制的概念。《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客戶是否於
一段時間內控制使用已識別資產而定義租賃，可透過確定使用量釐定。當客戶既有
權指示使用已識別資產，亦有權從該用途獲得絕大部分經濟利益時，即表示擁有控
制權。

本公司僅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新定義應用於2019年1月1日或之後
訂立或變更的合約。就於2019年1月1日前訂立的合約而言，本公司已運用過渡可行
權宜方法豁免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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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號評估為租賃的合約，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繼續以租賃列賬，
而先前評估為非租賃服務安排的合約繼續入賬為待履行合約。

b. 承租人會計處理及過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消要求承租人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誠如
先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要求）。相反，本公司須在身為承租人時將所有租賃撥
充資本，包括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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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公司於2019年1月1日僅有一項短期租賃，持續以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相
似的方法確認，因此概無於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的新撥充資本的
租賃。

c. 對本公司財務業績及現金流量的影響

除本公司選擇使用承租人確認豁免的短期租賃外，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期
間，本公司（作為承租人）亦訂立五年租賃協議，該租賃協議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6號規定撥充資本。

於初始確認有關撥充資本租賃的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後，本公司確認租賃負債的
未償還結餘的應計利息開支及使用權資產的折舊，而非採取先前以直線法於租期內
確認根據經營租賃所產生租金開支的政策。與年內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結
果相比，本公司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所得呈報經營利潤並無受到重大影響。

於現金流量表，本公司選擇使用承租人確認豁免的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款項均分
類為經營現金流出。有關所有其他撥充資本的租賃，本公司須將已繳租金分為資本
部分及利息部分。有關部分已分類為融資現金流出，類似於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17號將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而非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項下的經營租賃
分類為經營現金流出。雖然現金流量總額不受影響，但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因此導致現金流量表中現金流量的呈列出現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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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報告

(a) 收入

本公司的主要經營活動為附註4(b)所詳述的煙葉類產品出口業務、煙葉類產品進口業
務、捲煙出口業務及新型煙草製品出口業務。

按主要產品及服務線劃分的客戶合約收入如下：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客戶合約收入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線劃分
－ 煙葉類產品出口銷售額 2,154,191,004 1,175,598,610
－ 煙葉類產品進口銷售額 4,630,885,448 4,338,424,169
－ 捲煙出口銷售額 2,161,363,346 1,497,865,043
－ 新型煙草製品出口銷售額 26,819,668 16,890,641
－ 其他 3,692,045 3,892,349

8,976,951,511 7,032,670,812

本公司按時確認其所有收入點。按地域市場劃分的收入詳細披露於附註4(b)。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來自一名客戶（2018年：一名）的收入4,638,635,226港
元（2018年：4,342,316,518港元）已超過本公司收入的10%。

(b) 分部報告

本公司按業務線（產品及服務）及地域聯合組建的分部管理業務。本公司按照與內部
呈報予本公司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資料所用方式一致的
方式，呈列以下須予報告分部。本公司並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下列須予報告分
部。

－ 煙葉類產品出口業務：該分部向東南亞、香港、澳門及台灣地區的客戶銷售煙
葉類產品。

－ 煙葉類產品進口業務：該分部自世界各地煙葉原產國或地區（目前受到國際制
裁的國家或地區除外）進口煙葉類產品至中國內地。

－ 捲煙出口業務：該分部向泰國、新加坡、香港、澳門的免稅店及中國內地的境
內關外區域免稅店出口捲煙。

－ 新型煙草製品出口業務：該分部將中國內地的新型煙草製品出口至全球海外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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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本公司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下列基準監
察各須予報告分部之應佔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貿易應收款項、商品的預付款項及存貨。分部負債主要包括貿易
應付款項及合約負債。本公司的所有其他資產及負債，如物業及設備、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短期銀行存款、其他應收款項╱應付款項、租賃負債、修復成本撥備及有
關遞延或即期稅項的資產╱負債不被視為明確歸屬於個別分部。該等資產及負債被
分類為公司資產╱負債，按中心基準管理。

收入及開支乃參考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該等分部產生的開支分配至須予報告分
部。報告分部利潤所採用之計量方式為毛利，即須予報告分部收入減與之直接相關
的銷售成本。管理層除收到關於毛利的分部資料外，還會獲提供有關收入的分部資
料。本公司的須予報告分部間不存在分部間收入。其他收入及開支淨額主要指利息
收入、匯兌收益╱虧損淨額、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不被視為明確歸屬於個別分部。

截至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向本公司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提供以供分配資源及評
估分部表現的有關本公司須予報告分部資料列載如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煙葉類產品
出口業務

煙葉類產品
進口業務

捲煙
出口業務

新型煙草
製品出口業務 未分配 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2,157,883,049 4,630,885,448 2,161,363,346 26,819,668 – 8,976,951,511

須予報告分部毛利 53,959,206 259,713,459 104,317,640 847,852 – 418,838,157

利息收入 26,458,024 26,458,024
其他公司收入 51,001 51,001
折舊 (2,583,397) (2,583,397)
融資成本 (563,443) (563,443)
其他公司開支 (62,416,173) (62,416,173)

稅前利潤 379,784,169
所得稅開支 (60,858,699)

年內利潤 318,925,470

於2019年12月31日
須予報告分部資產 172,710,056 799,982,942 102,413,797 – 1,794,688,247 2,869,795,042

須予報告分部負債 312,991,813 824,287,400 4,796,089 537,030 123,741,204 1,266,35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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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
煙葉類產品
出口業務

煙葉類產品
進口業務

捲煙
出口業務

新型煙草
製品出口業務 未分配 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1,179,490,959 4,338,424,169 1,497,865,043 16,890,641 – 7,032,670,812

須予報告分部毛利 38,716,488 220,706,667 113,318,753 172,080 – 372,913,988

利息收入 17,899,724 17,899,724
其他公司收入 44,800 44,800
折舊 (2,951,612) (2,951,612)
其他公司開支 (63,218,334) (63,218,334)

稅前利潤 324,688,566
所得稅開支 (62,927,737)

年內利潤 261,760,829

於2018年12月31日
須予報告分部資產 82,832,521 1,338,164,511 57,739,644 – 659,824,803 2,138,561,479

須予報告分部負債 172,444,429 1,320,277,179 22,219,514 3,646,500 46,219,433 1,564,807,055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按本公司產品分銷至客戶的地點劃分的有關本公司自外部客戶產生收入所
在地區的資料。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中國（不包括特別行政區） 6,407,789,249 5,251,409,240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1,488,492,999 694,906,233
香港 381,613,948 472,549,459
菲律賓共和國 249,447,126 107,245,661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167,598,119 169,424,864
新加坡 138,951,196 154,326,215
泰國 35,785,422 65,651,189
其他 107,273,452 117,157,951

8,976,951,511 7,032,670,812

本公司於香港經營業務，其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香港。

5 其他收入淨額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1,001 (1,188,750)
利息收入 26,458,024 17,899,724
租金收入 – 44,800

26,509,025 16,75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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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前利潤

稅前利潤已扣除以下項目：

(a) 融資成本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租賃負債利息 524,741 –
撥備應計利息 38,702 –

563,443 –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4,911,889 24,678,348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 1,862,446 1,235,611

26,774,335 25,913,959

本公司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受香港《僱傭條例》保障且先前並無參與
界定福利退休計劃的受僱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
為一項由獨立受託人管理的定額供款退休計劃。根據強積金計劃，僱主及僱員均須
按僱員有關收入的5%向該計劃作出供款，每月有關收入上限為30,000港元。計劃供
款即時歸屬。

此外，根據中國法規的規定，本公司應參與北京市政府為員工組織的各種定額供款
退休計劃。本公司須對該等退休計劃作出供款。除上述年度供款外，本公司毋須就
與該等計劃相關的退休金福利付款承擔其他重大責任。

(c) 其他項目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折舊
－ 自有物業及設備（附註i） 199,764 2,951,612
－ 使用權資產（附註i） 2,383,633 –

2,583,397 2,951,612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 3,920,933 –
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
 租賃的租賃之最低租賃付款總額（附註i） – 1,950,240
存貨成本 8,558,113,354 6,659,756,824
上市開支 15,803,852 20,681,203
核數師薪酬 2,188,200 1,170,000
公司開銷（附註ii） – 1,832,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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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本公司已採用經修訂追溯方式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獲豁免調
整於2019年1月1日之期初結餘，以確認與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
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有關之使用權資產。於2019年1月1日初始確認使用權資產
後，本公司（作為承租人）須確認使用權資產的折舊，而非先前以直線法確認租
期內經營租賃產生之租金開支之政策。根據該方法，可資比較資料不予重述。
見附註3。

ii. 公司開銷指可能並未明確識別指出與相關業務有關並按附註3所載基準分配至相
關業務的銷售、行政及經營開支。

7 所得稅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即期稅項
年內香港利得稅撥備 60,858,699 38,440,539
年內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 24,365,055

60,858,699 62,805,594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 122,143

所得稅開支 60,858,699 62,927,737

2019年的香港利得稅撥備按該年度估計應評稅利潤的16.5%計算。由於有關稅項優惠已由
本公司所屬集團之其他公司享有，故本公司未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19年引入之兩
級稅制項下8.25%稅階。

2019年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經計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2018至2019年度應評稅應付稅
款授出的75%扣減額（各項業務最高扣減額為20,000港元）（2018年：2017至2018年度就應
評稅授出最高扣減額30,000港元，且於計算2018年撥備時已計及此扣減額）。

根據相關中國法律法規，過往於重組前在中國境內開展的相關業務，適用的中國企業所得
稅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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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及視作分派

(a) 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年內應佔股息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報告期末後擬派發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6港仙 110,668,800 –

110,668,800 –

於報告期末後擬派發之末期股息於報告期末尚未確認為一項負債。

(b) 宣派及派付中煙國際集團的特別股息

於2019年5月17日，本公司當時的唯一股東中煙國際集團通過了一項決議案，以供本
公司向中煙國際集團派發特別現金股息（受若干先決條件（「先決條件」）規限），股息
金額為本公司於2019年5月31日的可供分派儲備的100%。特別現金股息金額經參考
本公司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2019年5月31日止五個月的財務報表釐
定為192,949,668港元。特別股息已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悉數派付。

(c) 視作分派

視作分派指以零金錢代價分派予中國煙草總公司及非控股權益或由其提供的相關業
務的資產與負債淨額。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分派予中國煙草總公司及非控股
權益或由其提供的資產與負債指過去與相關業務相關並由中國煙草總公司及非控股
權益留存的若干資產與負債。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利潤318,925,470港元（2018年：259,483,752港
元）及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期間已發行605,140,055股普通股（2018年：500,010,000
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就計算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而言，於2018年6月26日發行的
500,000,000股普通股被視為已在不改變本公司資源的情況下增加已發行股份數目。因此，
該等普通股被視作猶如自所呈列最早期初起已獲發行。

由於並無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所呈列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814,838,610 415,252,168
應收票據 18,524,160 2,492,006

833,362,770 417,744,17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8,182,473 31,489,223

851,545,243 449,23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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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計將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於各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30日以內 212,398,323 25,440,219
31至90日 217,283,725 381,284,182
90日以上 403,680,722 11,019,773

833,362,770 417,744,174

貿易應收款項通常自開票日期起計30至180日內到期。本公司一般不會就結餘持有任何抵
押品。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114,070,042 1,486,372,646
合約負債 28,542,290 32,214,97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10,562,679 28,175,416

1,153,175,011 1,546,763,038

於各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30日以內 243,685,927 728,090,410
31至90日 343,882,360 656,215,239
90日以上 526,501,755 102,066,997

1,114,070,042 1,486,37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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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年度回顧

2019年度（「本年度」），本公司以市場為導向，努力擴大經營規模、持續優化業務
流程、不斷提高經營質量，各業務板塊均取得突破。全年實現營業收入8,976.95
百萬港元，同比增加1,944.28百萬港元，增幅為27.6%；實現毛利418.84百萬港
元，同比增加45.93百萬港元，增幅為12.3%；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本年利潤
318.93百萬港元，同比增加57.17百萬港元，增幅為21.8%。

毛利
（百萬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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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葉類產品出口業務

• 經營舉措

1. 精準對接供需兩端、提升業務拓展效率。深入分析東南亞市場煙葉需求
類別及價格敏感度，充分利用國內煙葉的品類豐富及高性價比優勢，提
升供需雙方需求滿足度，實現了客戶數量、業務簽約量及業務出運量的
全面突破。

2. 聚焦重點市場及客戶、深化合作關係。聚焦印尼、越南等重點市場及客
戶資源，加強市場尋訪與溝通，在穩定市場基本盤的同時進一步鞏固了
公司在重點市場的優勢地位。

3. 拓展潛在客戶，擴大市場份額。積極拓展東南亞潛在的市場需求和客戶
資源，全年新增客戶出口簽約數量達5,905噸，佔全年簽約總量5.48%，
出運量達2,630噸，佔全年出運總量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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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績回顧

• 出口數量85,463噸，同比增加43,286噸，增幅為102.6%。

• 營業收入2,157.88百萬港元，同比增加978.39百萬港元，增幅為83.0%。

• 毛利53.96百萬港元，同比增加15.24百萬港元，增幅為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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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葉類產品進口業務

• 經營舉措

1. 優化業務流程。積極協調業務鏈上下游公司，提升訂單執行、貨物發運
及資金結算效率，全方位優化業務流程。

2. 擴展優質原料採購來源。根據國內市場需求特點，主動擴展全球優質煙
葉原料採購數量及來源，以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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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績回顧

• 進口數量87,261噸，同比增加15,447噸，增幅為21.5%。

• 營業收入4,630.89百萬港元，同比增加292.47百萬港元，增幅為6.7%。

• 毛利259.71百萬港元，同比增加39.00百萬港元，增幅為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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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煙出口業務

• 經營舉措

1. 開創直接合作新模式。不斷強化與免稅運營商的直接溝通合作，開啟
與全球最大免稅運營商之一Dufry在香港地區的直接合作，實現對新渠
道－香港西九龍高鐵站免稅店全部中國捲煙品牌的直營。

2. 不斷豐富經銷產品品規。自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後，中國煙
草在本公司經營區域內的新品規均通過本公司發佈和直銷，全年在所屬
市場渠道引入15個新品規，在有效改善部分老化產品組合的同時進一步
提升了公司盈利水平。

3. 強化市場終端建設。全面介入捲煙免稅店促銷人員招聘和管理、展示櫃
設計製作、捲煙陳列擺放等市場終端建設，不斷提升市場信息收集能力
及渠道掌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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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績回顧

• 出口數量5,505,817,500支，同比增加860,717,500支，增幅為51.0%。

• 營業收入2,161.36百萬港元，同比增加663.49百萬港元，增幅為44.3%。

• 毛利104.32百萬港元，同比下降9.00百萬港元，降幅為7.9%。

• 所經銷產品已覆蓋經營區域內的約350個免稅銷售終端，同比增加5個；
經銷產品達34個品牌、161種規格。

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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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煙草製品出口業務

• 經營舉措

1. 發揮行業獨家優勢，拓展海外市場。2018年業務重組後，本公司利用獨
家優勢，多次參與行業內部交流及國際煙草展會，積極開展走訪調研，
不斷整合新型煙草製品行業內資源，廣泛尋找潛在合作夥伴。

2. 積極轉變業務模式，開創自營模式。堅持自主開發渠道，創新客戶引入
機制，認真甄選具有目標市場分銷渠道和營銷投入實力的合作方，推動
新型煙草業務由分銷模式向自營模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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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績回顧

• 出口數量107,550,000支，同比增加52,700,000支，增幅為96.1%。

• 營業收入26.82百萬港元，同比增加9.93百萬港元，增幅為58.8%。

• 毛利0.85百萬港元，同比增加0.68百萬港元，增幅為400.0%。

• 在銷品牌數量達11個，同比增加7個；在銷產品規格達35種，同比增加
14種；業務覆蓋範圍達15個國家及地區，同比增加11個。

毛利
（百萬港元）

營業收入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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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展望

2020年，挑戰與機遇並存。從外部環境看，在中美貿易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國
內外重大事件的影響下，經貿環境的穩定性將繼續面臨考驗。從業內前景看，各
國家地區對煙草行業的監管與法規充滿不確定性，合作夥伴及客戶的業務需求也
可能發生變化。從業務發展看，本公司煙葉類產品進口及出口業務量處於高位運
行，業務增量壓力較大。本公司將積極把握市場機遇，持續評估並適時採取積極
措施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公司管理及業務運營（特別是捲煙出口業務）可能帶來的
影響。堅持「內生與外延」並重的發展思路，實現公司持續發展與股東價值最大
化。

資本運作方面，本公司將積極關注全球煙草市場動態，適時開展能對公司戰略及
業務形成互補的投資與併購。

煙葉類產品出口業務方面，本公司將與客戶保持緊密配合，應對印度尼西亞市場
由於煙草製品提稅而可能出現的下行風險；把握越南取消邊貿的利好政策，加大
對越南市場的出口力度；加強與供給方的協作，尋找適銷貨源；進一步拓展「全
球採購、全球銷售」的新興業務模式，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

煙葉類產品進口業務方面，本公司將更加關注國內需求，積极拓展適銷貨源；同
時將密切跟蹤中美貿易摩擦的變化，尋求公司在該區域的業務穩定。

捲煙出口業務方面，本公司將積極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業務經營可能帶來的不利
影響；不斷完善與免稅運營商的直接合作模式；密切跟踪市場動向及消費趨勢，
加大市場終端投入力度；做好運營商變更市場的業務談判，穩固既有市場份額。

新型煙草製品出口業務方面，本公司將積極開拓市場，大力開展自營業務；謹慎
把控風險，密切關注各地區對新型煙草製品的監管法規；關注產品流向及專利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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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及銷售成本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收入為8,976.95百萬港元、同比增加1,944.28百
萬港元、增幅為27.6%；銷售成本為8,558.11百萬港元、同比增加1,898.35百萬港
元、增幅為28.5%。

收入及銷售成本同比增加，主要由於：1. 進口煙葉類產品數量增加；2. 東南亞地
區主要煙葉進口國需求上升；及3. 捲煙出口業務及新型煙草製品出口業務增長。

毛利額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毛利額為418.84百萬港元，同比增加45.93
百萬港元、增幅為12.3%。

毛利額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1. 進口煙葉類產品數量增加；及2. 東南亞地區
主要煙葉進口國對中國產煙葉類產品需求旺盛致使煙葉類產品出口大幅增加。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為65.00百萬港元、同比增
加18,374港元、增幅為0.03%。

其他收入淨額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其他收入淨額為26.51百萬港元、同比增加9.75
百萬港元、增幅為58.2%。

其他收入淨額增加的主要原因為：1. 經市場化談判，提高公司存款利率；及2. 公
司存量資金增加。

年度利潤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稅後利潤為318.93百萬港元、同比增加57.17百
萬港元、增幅為21.8%。

稅後利潤增加主要由於各類業務均有增長，利息收入上升以及有效費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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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盈利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利潤
318,925,470港元（2018年：259,483,752港元）及已發行605,140,055股普通股
（2018年：500,010,000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並無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所呈列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流動資產淨值

於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流動資產淨值為1,587.23百萬港元（於2018年12月31
日：573.38百萬港元）。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資企
業的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資本開支

於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無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計劃。

債務

借款

於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銀行借款（於2018年12月31日：無）。

匯率波動風險

本公司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並無面臨任何重大貨幣風險。本公司主要以美元
訂立交易，且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安排。

或有負債

於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資產抵押

於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無抵押任何資產（於2018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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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財政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資產總值為2,869.80百萬港元（於2018年12月31
日：2,138.56百萬港元）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1,737.98百萬港元。董事會認為，
本公司擁有充足的資源支持其營運及滿足其可預見的資本開支。於2019年12月31
日，本公司的負債總額為1,266.35百萬港元（於2018年12月31日：1,564.81百萬港
元）。

於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資本負債比率（即租賃負債除以股東股權）為0.02
（於2018年12月31日：不適用）。

於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2.3（於
2018年12月31日：1.4）。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上市日期，本公司根據其股份的首次公開發售，以每股股份4.88港元的價格發
行166,670,000股股份，其所得款項總額約為813百萬港元。於上市日期的收市價
為每股股份5.35港元。於2019年7月4日，本公司根據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
公司及招商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的上市相關超額配售權的悉數行使，以每股股份
4.88港元的價格發行25,000,000股股份，其所得款項總額約為122百萬港元。上市
所得款項淨額（包括根據超額配售權獲行使發行25,000,000股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
並扣除包銷費用及相關開支）（「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04百萬港元。本公司之淨價
（按所得款項淨額除以有關本公司股份首次公開發售的已發行股份數目計算）為約
每股股份4.72港元。所得款項淨額已經並將繼續與招股章程中「未來計劃及所得款
項用途」一節所載之使用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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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市日期起直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期間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以及所得款項淨額
用途的未使用金之預期時間表載列如下：

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佔總額的

概約百分比
所得款項淨額
的實際金額

於2019年
12月31日的
已使用金額

於2019年
12月31日的
未使用金額 預期時間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進行對本公司的業務 
形成補充的投資與收購

45% 406.8 – 406.8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
司無確定或確切的投資
或收購計劃。

支持本公司業務的持續發展 20% 180.8 1.1 179.7 餘下資金將於2022年6月
30日之前使用。

與其他國際煙草公司的戰略 
業務合作，包括共同探索 
及開發新興煙草市場

20% 180.8 0.2 180.6 餘下資金將於2022年6月
30日之前使用。

一般營運資金 10% 90.4 90.4 – –

改善本公司業務資源的管理 
以及優化本公司的經營管理

5% 45.2 6.8 38.4 餘下資金將於2022年6月
30日之前使用。

總計 100% 904.0 98.5 805.5

僱員

於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在香港有30名（2018年12月31日：27名）僱員。

本公司力求為僱員提供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報酬，並已就當地僱員的僱員薪酬制定
內部政策。本公司所有僱員的薪酬待遇包括基本工資、績效獎金及若干其他僱員
福利。本公司每年參考服務年資、相關專業經驗及績效考核等因素，審核僱員的
薪酬待遇。

本公司為所有僱員提供入職培訓，使彼等熟悉本公司的業務運營及煙草行業。本
公司在僱員任職期間根據具體情況按照彼等的工作職責提供特定的額外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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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派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0.16港元的末期股息（2018年：
零元）。

其他資料

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20年5月28日舉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將根據《上市規
則》的規定適時刊登於本公司網站及聯交所網站並寄送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自2020年5
月25日至2020年5月28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登記，在此期間內股份過戶將不予
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未登記的股份持有人應確保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在不遲於2020年5月22日下午4時30分前遞交至本
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以進行登記。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會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標準。自上市日期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期
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內的所有適用守則條
文。

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的進一步資料將載於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年報
的企業管治報告中。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以規範董事的證券交易。所有
董事於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彼等自上市日期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整個
期間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要求標準。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
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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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鄒小磊先生、王新華先生及鄒國強先
生。由鄒小磊先生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並已建議董事
會批准。

獨立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本公司獨立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同意就本公告所載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本公司財務狀況表、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
所列數字，與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所載數額一
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就此所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
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所進行的審計、審閱
或其他核證工作，因此本公司獨立核數師並無發表任何保證。

報告期後事項

於本公告日期，概無需本公司予以披露的2019年12月31日之後的重大事項。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2019年年度業績及2019年年報

本公告刊登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ctihk.com.hk。本
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年報將適時寄發予股東並可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
站查閱。

釋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企業管治守則》」 指 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守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中國」不
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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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055），
一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財年」 指 財政年度；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上市日期」 指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日期，為2019年6月
12日；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及補充）；

「澳門」 指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標準守則》」 指 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於2019年5月28日刊發的招股章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本公司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邵岩

香港，2020年2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主席兼非執行董事邵岩先生、執行董事張宏實先生、楊
雪梅女士及王成瑞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鄒小磊先生、王新華先生、鄒國強
先生及錢毅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