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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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業績 
 

 本集團二零一九年綜合營業額為人民幣 33,190,000,000 元，按年增長 4.2% 

 本集團二零一九年的本公司股東應佔綜合溢利按年大幅增長 34.3%至人民幣 1,312,000,000 元。有關

增幅主要源於：（1）實施產能優化所產生的固定資產減值虧損比二零一八年減少；（2）效率提升

令成本節省；（3）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完成收購喜力中國以來，喜力中國所作出的貢獻；

及（4）誠如本集團的二零一八年年報所披露，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推行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

生效的新企業年金計劃，並於二零一八年錄得就二零一七年度的員工費用計提一次性撥備約人民幣

117,000,000 元，而二零一九年並無計提有關額外撥備 

 本集團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按年上升 47.6%至人民幣 2,163,000,000 元 

 本集團整體啤酒銷量按年上升 1.3%至約 11,434,000 千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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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檔啤酒銷量按年增長 8.8%，使整體平均銷售價格按年上

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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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議決派發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045 元。連同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12 元，二零一九年度派

息總額為每股人民幣 0.165 元 
 

 

財務概要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額  33,190  31,867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1,312  977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人民幣 0.40  人民幣 0.30  
      每股股息      
- 中期  人民幣 0.120  人民幣 0.09  
- 末期  人民幣 0.045  人民幣 0.03  

  人民幣 0.165  人民幣 0.12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9,670  18,848  
非控制股東權益  57  62  

總權益  19,727  18,910  

      
綜合現金淨額  1,897  1,212  
負債比率

1
  淨現金  淨現金  

流動比率  0.49  0.46  
每股資產淨值- 賬面值  人民幣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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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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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東區    17,278 16,065 1,007 199  

中區    8,490 7,860 598 396 
 

南區    8,466 8,867 714 1,003  

    34,234 32,792 2,319 1,598 
 

         

對銷分部間之交易    (1,044) (925) - -  

公司總部費用    - - (156) (133)  

總額    
33,190 31,867 2,163 1,465  

           

  



華潤啤酒(控股)有限公司 - 3 - 

二零一九年業績 

 

華潤啤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額 3  33,190  31,867 
銷售成本   (20,964)  (20,669) 

毛利   12,226  11,198 
其他收入 4  1,017  993 
銷售及分銷費用   (5,925)  (5,570) 
一般及行政費用   (5,046)  (5,041) 
財務成本 5  (70)  (48) 

除稅前溢利   2,202  1,532 
稅項 6  (892)  (547) 

本年度溢利 7 
 

1,310  985 

      
分配於:      

本公司股東   1,312  977 
非控制股東權益   (2)  8 

  
 

1,310  985 

      
每股盈利 9     

基本   人民幣 0.40  人民幣 0.30 

攤薄   人民幣 0.40  人民幣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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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年度溢利  1,310  985 
     
其他全面收益／（費用）:     
隨後可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海外業務之匯率差異  1  (31)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費用） (除稅後)  1  (31)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311  954 

     
分配於:     
本公司股東  1,313  946 
非控制股東權益  (2)  8 

  1,311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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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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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41 
-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   15,818  16,491 

使用權資產   3,595  - 
商譽   9,365  8,390 
其他無形資產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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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240 
遞延稅項資產   2,532  2,426 
         31,816  30,821 
流動資產      
存貨   6,018  5,37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000  906 
可退回稅項   349  240 
已抵押銀行結存   68  6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40  1,858 
         9,775  8,45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9,061)  (17,637) 
短期貸款   (511)  (704) 
租賃負債   (90)  - 
應付稅項   (194)  (29) 
         (19,856)  (18,370) 
      流動負債淨值   (10,081)  (9,9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735  20,901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貸款   -  (9) 
租賃負債   (124)  - 
遞延稅項負債   (678)  (399) 
其他非流動負債   (1,206)  (1,583) 
   (2,008)  (1,991) 
         19,727  18,91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090  14,090 
儲備   5,580  4,758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9,670  18,848 
非控制股東權益   57  62 
      總權益   19,727  1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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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編制基準 

業績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劵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 所載
之適用披露規定呈列。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
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的要求編制。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本集團收購了 Heineken N.V. (“Heineken 集團”)在中國
大陸、香港及澳門的業務。收購事項已於年內完成，而收購產生的臨時商譽已於附
註十二所載確認。 

 
二、 主要會計政策 

除採納下述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的新準則、修訂、
現有準則的改進及註釋外，編制此綜合財務報告所用的會計政策與編制截至二零一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告所用者一致。 
 
採納新準則、修訂、現有準則的改進及註釋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多項由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財政年度
生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之新準則、修訂、現有準則的改進及註釋。本年度内，本集團採納了下列的
準則、修訂、現有準則的改進及註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  計畫修正、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 （修訂）  在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   財務報告準則 2015-2017 週期的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修訂）  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委員會）詮釋第 23 號 

 
採用此等準則、修訂、現有準則的改進及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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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下文所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
賃」除外。 
 



華潤啤酒(控股)有限公司 - 7 - 

二、 主要會計政策 (續) 

 
採納新準則、修訂、現有準則的改進及註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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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的租賃資產及租賃負債（在上一個財政年度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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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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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負債的重新計量確認為對相關使用權資產在首次應用後的調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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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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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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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
產負債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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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的使用權資產與持作自用的土地權益、樓宇及其他相關。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後，以往於固定資產的持作自用的土地權益已在二零
一九年一月一日重分類至使用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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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會計政策 (續) 

採納新準則、修訂、現有準則的改進及註釋 (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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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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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作自用的土地權益 3,141 (3,141) - 

固定資產–物業、機器及設備   16,491 (8) 16,483 

使用權資產   - 3,259 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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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剩餘租賃期少於十二個月的營業租約計為短期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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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租賃多個持作自用的土地權益、樓宇及其他。樓宇與其他相關的租賃合約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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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確定租賃期限時，管理層考慮所有能夠產生行使延長選擇權或不行使終止選擇權的

經濟誘因的事實和情況。只有在合理確定租約將延長（或不終止）的情況下，延長選

擇權（或終止選擇權後的期限）才包括在租約期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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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會計政策 (續) 

採納新準則、修訂、現有準則的改進及註釋 (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續) 
 

就租賃持作自用的土地權益、樓宇及其他而言，下列因素通常最為相關: 

- 如果有重大罰款不延長 (或終止) ，本集團通常合理地肯定會延長(或不終止)。 

- 如果預期任何租賃權益改良項目有很大的剩餘價值，本集團通常相當肯定會延長(或

不終止)。 

- 否則，本集團將考慮其他因素，包括歷史租賃期以及更換租賃資產所需的費用和業

務中斷。 

 

大多數持作自用的土地權益、樓宇及其他租賃的延期選擇沒有列入租賃負債，因為本

集團可以在沒有重大成本或業務中斷的情況下更換資產。 

 
尚未生效的會計準則、現有準則的修訂及框架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用該等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準則、現有準則的修訂及框架。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   重大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修訂）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2018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修訂）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   保險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間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修訂）      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該等會計準則、現有準則的修訂及框架預期不會對當前或未來報告期間內的實體以
及可見未來交易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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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部資料  

 
 

東區 中區 南區 

公司總部/ 

對銷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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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 1      

對外銷售 16,927 8,073 8,190 - 33,190 

分部間銷售 351 417 276 (1,044) - 

合計 17,278 8,490 8,466 (1,044) 33,190 

      

分部業績 2 1,007 598 714  2,319 

      

未經分攤的公司總部支出     (156) 

利息收入     109 

財務成本     (70) 

除稅前溢利     2,202 

稅項     (892) 

      

本年度溢利     1,310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分部資產 19,549 7,859 11,260  38,668 

遞延稅項資產     2,532 

可退回稅項     349 

未經分攤的公司總部資產     42 

      

綜合資產總值     41,591 

      

負債      

分部負債 11,690 4,261 4,472  20,423 

應付稅項     194 

遞延稅項負債     678 

未經分攤的公司總部負債     569 

      

綜合負債總值     21,864 

      

其他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 3 3,192 539 140 - 3,871 

折舊及攤銷 920 422 375 7 1,724 

已確認減值虧損 487 240 325 -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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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部資料（續） 

 

東區 中區 南區 

公司總部/ 

對銷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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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 1      

對外銷售 15,639 7,680 8,548 - 31,867 

分部間銷售 426 180 319 (925) - 

合計 16,065 7,860 8,867 (925) 31,867 

      

分部業績 2 199 396 1,003  1,598 

      

未經分攤的公司總部支出     (133) 

利息收入     115 

財務成本     (48) 

除稅前溢利     1,532 

稅項     (547) 

      

本年度溢利     985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分部資產 17,288 7,762 11,542  36,592 

遞延稅項資產     2,426 

可退回稅項     240 

未經分攤的公司總部資產     13 

      

綜合資產總值     39,271 

      

負債      

分部負債 10,456 4,302 4,425  19,183 

應付稅項     29 

遞延稅項負債     399 

未經分攤的公司總部負債     750 

      

綜合負債總值     20,361 

      

其他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 3 810 831 448 - 2,089 

折舊及攤銷 847 414 392 1 1,654 

已確認減值虧損 805 202 294 - 1,301 

 
附註: 

1. 營業額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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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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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包括收購喜力中國人民幣 2,710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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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其他收入包括下列各項:    

 利息收入 109  115 

 已確認政府補助 162  187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溢利 161  94 

 出售持作自用的土地權益所得溢利 6  - 

 

 

五、 財務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融資租約利息 -  1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利息 54  62 

 租賃負債利息 12  - 

 融資支出 1  9 

 匯兌虧損／（收益） 4  (13) 

  71  59 

 減:資本化利息 (1)  (11) 

  70  48 

     

 

 

六、 稅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中國內地所得稅    

 本年度稅項 771  571 

 遞延稅項 121  (24)  

  892  547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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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適用所得稅率為 25%（二零一八年：25%）。 

 

因一些虧損公司，包括決定關閉的啤酒廠，不能肯定可從未來應課稅利潤變現其稅務虧損的稅收優惠，本集團

的有效稅率高於上述適用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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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年度溢利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年度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 自置資產 1,552  1,630 

 - 按融資租約持有的資產 -  1 

 - 使用權資產 123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包括在一般及行政費用內) 49  23 

 已確認減值虧損    

 (包括在一般及行政費用內)    

 - 固定資產 700  961 

 - 存貨 352  340 

 土地及樓宇之營業租約費用 -  125 

 與短期租賃相關的費用 51  - 

 已售貨品成本 20,964  20,669 

     

 

 

八、 股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一九年的已派發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 0.12 元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 0.09 元) 390  292 

     

 二零一九年的擬派發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 0.045 元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 0.03 元) 146  97 

  536  389 

     

 
 在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日舉行的會議上，董事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 0.045 元（二零一八

年：人民幣 0.03 元）。擬派股息乃按本公司於舉行董事會會議當日的普通股股數計算，該等股息並無於綜合財

務報告內確認為負債。本年度綜合財務報告所反映本公司派付的股息總額已包括二零一八年度的末期股息及二

零一九年度的中期股息，總額為人民幣 487 百萬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 519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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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每股盈利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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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  977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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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0.4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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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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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應收第三方貿易賬款 349  457 

 應收母公司集團附屬公司貿易賬款 26  25 

 壞帳準備 (46)  (39) 

  329  443 

 可收回增值稅 195  173 

 預付款項 205  173 

 已付按金 20  9 

 其他應收款項（附註1） 249  108 

 應收一間控股公司款項（附註2） 1  - 

 應收母公司集團附屬公司款項（附註2） 1  - 

  1,000  906 

     

 附註 

 1. 其他應收款項當中包括從Heineken集團應退還的代價為人民幣139百萬元。 

2. 應收一間控股公司款項及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隨時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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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收第三方及母公司集團附屬公司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集團    

 0 – 30天 34  78 

 31 – 60天 40  68 

 61 – 90天 25  41 

 ＞ 90天 230  256 

  329  443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使用的預期虧損率乃基於對每個賬齡類別的客戶之信貸評估，並按影響客戶結清貿易應收

款項能力之前瞻性資料作出調整。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乃按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或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計量，視乎自初步確認起是否出現重大信貸

風險增加。 

  

 根據管理層進行之評估，本集團於結算日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華潤啤酒(控股)有限公司 - 16 - 

十一、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應付第三方貿易賬款 2,710  2,339 

 應付母公司集團附屬公司貿易賬款 3  1 

  2,713  2,340 

 合同負債（附註1） 7,427  7,168 

 預提費用 2,667  2,374 

 已收按金（附註2） 4,412  3,891 

 其他應付款 1,801  1,830 

 應付控股公司款項（附註3） 40  33 

 應付母公司集團附屬公司款項（附註3） 1  1 

  19,061  17,637 

     

 附註 

 1. 包括人民幣941百萬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652百萬元）的預收款項及人民幣6,486百萬元（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6,516百萬元）的促銷及推廣費用的負債。 

 2. 款項主要包括易耗品及包裝材料的已收按金。 

 3. 應付控股公司款項及母公司集團附屬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隨時歸還。 

     

 於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0 – 30天 2,452  1,963 

 31 – 60天 110  132 

 61 – 90天 13  176 

 ＞ 90天 138  69 

  2,713  2,340 

     
 本集團於結算日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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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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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支付首次臨時對價港幣 2,882 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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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扣除應退還的代價為人民幣 139

百萬元後，現以其後臨時對價人民幣 2,333 百萬元計算臨時商譽。集團將密切監測本交易狀況，如在

收購日後十二個月的計量期間內獲得任何與收購有關的事實和情況的新資訊，將進一步調整臨時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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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 

使用權資產 337 

其他無形資產 308 

遞延稅項資產 117 

其他資產 261 

現金及銀行結存 25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795) 

租賃負債 (29) 

其他負債 (31) 

遞延稅項負債 (156) 

 1,393 

 

因收購而產生的臨時商譽約人民幣 940 百萬元，乃歸因於所收購業務之預計盈利能力及協同效益。 

 

自收購日至本報告日，喜力中國貢獻營業額為人民幣 1,139 百萬元及人民幣 145 百萬元的本年度溢

利。 

 

 

十三、 報告期後事件 

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於二零二零年年初在國內爆發，各省市政府已實施封鎖部分城市政策及於

中國春節法定假期後延長復工日期等多項緊急防控措施，以減少疫情於國內傳播的風險。預期上述

疫情對本集團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之生產及銷售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截至本綜合財務報表批准

報出日，此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是財政年結日後的非調整性事件，因此不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做成任何重大調整。本集團將繼續監察疫情的發展並對

其財務影響進行進一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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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其他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告經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並經由

本公司的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將載於寄予股東的年報內。

  

載入此份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初步公告中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等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的

一部分，而是摘錄自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其他與該等法定財務報表相關並須根據香港《公司條例》

（第 622 章）第 436 條作出披露的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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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本公司將會在適當時候向公司註冊處處

長交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對本集團該兩個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沒有

提述該核數師在不就該報告作出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方式促請有關人士注意的任何事宜；亦沒有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06(2)條、第407(2)條或第407(3)條作出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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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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綜合營業額為人民幣 33,190,000,000 元，較二零一八年增長 4.2%。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的股東應佔綜合溢利及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較二零一八年分別上

升 34.3%及 47.6%至人民幣 1,312,000,000 元及人民幣 2,163,000,000 元。 

 

於回顧年度內，中國經濟保持增長，消費升級延續。本集團整體啤酒銷量較二零一八年上

升 1.3%至約 11,434,000 千升，表現較行業水平為好。 

 

於回顧年度內，受益於品牌重塑戰略，「雪花 Snow」產品結構進一步提升，加上收購喜

力中國的影響，中高檔啤酒銷量較二零一八年增長 8.8%，使整體平均銷售價格較二零一八

年上升 2.8%。同時，本集團推行的產能優化及組織再造所帶來的效率提升節省部分因收購

喜力中國後所增加的銷售成本，以及部分原材料成本上漲。綜合以上各種因素，二零一九

年的毛利較二零一八年上升 9.2%至人民幣 12,226,000,000 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受收購喜力中國的影響，使整體銷售及分銷費用較二零一八年上升

6.4%。本集團於回顧年度內持續推行產能優化及組織再造，二零一九年相關的員工補償及

安置費用約人民幣 826,000,000 元（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 483,000,000 元）。而二零一八

年一次性計提二零一七年度的年金費用（約人民幣 117,000,000 元）和固定資產減值下降，

抵銷了員工補償及安置費用和收購喜力中國所引致的費用增加，二零一九年一般及行政費

用與二零一八年大致持平。 

 

本集團持續豐富產品組合，除引進喜力品牌產品外，分別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和七月份推出

了「雪花馬爾斯綠啤酒」和「黑獅白啤」兩款高端新產品，配合二零一八年推出高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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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雪花馬爾斯綠啤酒」通過「新潮發佈會+代言人推廣」，成功完成新品上

市。此外，「勇闖天涯 superX」和「匠心營造」繼續通過 IP 化推廣，持續提升品牌形

象，也為整個「雪花 Snow」品牌的價值感提升與煥新提供了強大動力。在互聯網營銷方

面，進一步在微信平台上線粉絲營銷小程式，並與電商平台京東戰略合作，訂制專供產

品，和聯合舉辦線上活動。  

 

二零一九年已確認的固定資產減值及存貨減值分別為人民幣 700,000,000 元及人民幣

352,000,000 元，其中，本集團持續推動優化產能佈局，去除低效產能，提高了生產工廠的

平均規模，於回顧年度內已停止營運 7 間啤酒廠。於二零一九年年底，本集團在中國內地

25 個省、市、區營運 74 間啤酒廠，年產能約 20,500,000 千升。 

 

在落實高端化戰略方面，收購喜力中國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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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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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回顧年度內已完成喜

力中國整合和喜力產品的全國銷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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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於二零二零年年初在國內爆發，各省市政府已實施封鎖部分城市

政策及於中國春節法定假期後延長復工日期等多項緊急防控措施，以減少疫情於國內傳播

的風險。在疫情期間，本集團通過遠程辦公或在得到各省市政府的批准後，以輪班的方式

實現逐步復產復工，並做好各項部署，以便疫情一旦過去，能夠迅速恢復正常業務和生產

工作，但預期上述疫情對本集團生產及銷售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

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兩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及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較二零一九年同

期下降約 26%及 42%。 

 

本集團將以「決戰高端，質量發展」戰略管理主題，落實組織優化、卓越釀造、營運變

革、智能信息、共用共創等高質量增長舉措，並積極踐行決戰高端舉措。本集團將繼續借

助與 Heineken 集團的長期戰略合作，增強本集團在高端市場的品牌競爭力，並探索高檔啤

酒營銷方式，以建立高端專業人才隊伍、四個中國品牌加四個國際品牌組合、搶佔制高

點、渠道營銷、大客戶經營模式等舉措，提升本集團在一綫城市的競爭地位。 

 

財務回顧 
 

資金及融資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綜合現金及銀行結存達人民幣 2,408,000,000 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借貸為人民幣 511,000,000 元，並須於一年內償還。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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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存款結餘分別有 6.0%以港幣、84.7%以人民幣及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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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及流動比率分別為人民幣 19,856,000,000

元及 0.49。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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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淨值為人民幣 6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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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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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約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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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建議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或前後，向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

名冊的股東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045 元

（二零一八年：每股人民幣 0.03 元）。如獲批准，末期股息將以港幣現金支付，金額按照

股東週年大會（如下文「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一節所定義）日期前（包括該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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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連同中期股

息每股人民幣 0.12 元，二零一九年度的派息總額將達每股人民幣 0.165 元（二零一八年：

每股人民幣 0.12 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一）至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首

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定有權出席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

二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之身份，所有股份過

戶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須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

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五十

四樓，辦理登記手續。 

 

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所建議之末期股息將派予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辦公時間結束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並且，本公司

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四）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享有建議之

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五十四樓，辦理登記手續。 

 

企業管治 

 

本公司堅信，良好穩固的企業管治架構是確保其成功增長和提升股東價值的重要基礎。本

公司致力達致和保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所採納的企業管治原則，強調優質的董事會、向

所有利益群體負責、開放溝通和公平披露。 

 

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本公司採納「企業管治常規手冊」（以下簡稱「企業管治手

冊」）。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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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幾乎包括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以下簡稱「企業管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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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所有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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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冊在本公司的網站可供下載，亦可向公司秘書索取。 

 

除以下所述情形外，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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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項守則條文而言，董事會主席應至少每年與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

一次沒有其他董事出席的會議。於二零一九年，董事會主席並無在沒有其他董事出席的情

況下與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會議，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偏離了企

業管治守則第 A.2.7 項守則條文。自陳朗先生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一日辭任董事會主席

後，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 A.2.7 項守則條文的情況已終止。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

一九年七月十日， 董事會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於董事會會議上可更直接及有效地向其

他董事表明彼等之觀點，所以董事會認為偏離此項守則條文對董事會的運作並不構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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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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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之職責及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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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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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證券交易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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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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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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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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劵。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簡易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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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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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