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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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45）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公佈 

摘要 
 

 於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首六個月收入下降 18%。儘管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
肆虐下推出多項限制措施，我們於香港、澳洲及新西蘭以及新加坡的業務仍錄得穩健增
長，然而我們於中國內地的銷售及溢利卻因銷售下滑而受到嚴重影響（詳情載於二零二一
年八月六日發佈的盈利警告公告內）。 

 

 經營溢利下降 95%，主要是由於中國內地的銷售下滑；加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逐漸受
控，政府減少提供有關疫情的補貼，同時我們恢復去年於疫情下減少的廣告和推廣支出等。 

 

 主要業務摘要  

 中國內地 –由於夏天旺季的銷售下滑，表現受到嚴重影響。 

 香港業務 – 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打擊的同時，透過推出新產品而錄得穩健增長。 

 澳洲及新西蘭 – 儘管封城措施延長，核心及創新產品均錄得強勁增長。 

 新加坡 – 進口飲品業務逐步擴充業務規模。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下跌 18%至港幣 3,604,000,000 元。 

 

 本集團上半年毛利為港幣 1,727,000,000 元，下跌 28%，主要由於銷量減少所致。 

 

 本期毛利率下跌至48%，主要由於銷量減少、推廣費用支出較高，以及政府補貼減少所致。 

 

 本期未計利息收入、融資成本、所得稅、折舊、攤銷費用及所佔合營公司虧損前盈利
（「EBITDA」）為港幣 320,000,000 元，減少 72%。EBITDA 減少主要由於銷售表現下降、
經營費用增加及政府補貼大幅減少所致。 

 

 EBITDA 佔銷售利潤率由 26%下跌至 9%。 

 

 除稅前溢利減少 96%至港幣 34,000,000 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港幣 33,000,000 元，較去年同期下跌 95%。 

 

 由於業績不理想，以及我們須要優先恢復中國內地業務的表現，董事會宣佈不派發截至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普
通股 3.8 港仙）。 



2 

 

業績 

 

在本公佈內，凡提及「我們」，均指本公司（定義見下文），倘文義需要，則指本集團（定
義見下文）。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包括結構性實
體（「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中期」）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重列)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5 3,604,073 4,410,245 

銷售成本  (1,877,543) (2,000,574) 

毛利  1,726,530 2,409,671 

其他收入  52,980 54,376 

推廣、銷售及分銷費用  (1,174,684) (1,050,682) 

行政費用  (352,192) (328,760) 

其他經營費用 6(c) (210,101) (155,505) 

經營溢利  42,533 929,100 

融資成本 6(a) (8,879) (5,842) 

所佔合營公司虧損  - (7,285) 

除稅前溢利 6 33,654 915,973 

所得稅 7 7,321 (216,413) 

本期溢利  40,975 699,560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2,804 671,905 

非控股權益  8,171 27,655 

本期溢利  40,975 699,560 

    

每股盈利 9   

基本  3.1港仙 63.1港仙 

攤薄  3.1港仙 62.6港仙 

 

 

有關股息之詳情載於附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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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溢利  40,975 699,560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除稅後）： 
   

其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 因換算香港以外地區附屬公司及合營公司 

         之財務報表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22,965 

 

145,208 

－ 現金流量對沖：對沖儲備淨變動  (919) 556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22,046 145,764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63,021 845,324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8,584 792,935 

非控股權益  4,437 52,389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63,021 84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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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投資物業   3,312  3,376 
－ 使用權資產   338,502  351,797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3,681,315  3,787,545 

   4,023,129  4,142,71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之訂金   1,324  

 
2,404 

無形資產   3,344  3,697 
商譽 10  6,450  18,352 
合營公司之權益   -  - 
遞延稅項資產   170,143  139,489 

   4,204,390  4,306,660 

      
流動資產      
存貨  618,048  725,52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1,189,494  1,194,108  
應收現期稅項  73,591  79,594  
現金及銀行存款  799,944  970,522  

  2,681,077  2,969,75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2 2,531,798  2,819,336  
銀行貸款 13 286,491  130,306  
租賃負債  95,777  93,582  
應付現期稅項  68,985  40,750  

  2,983,051  3,083,974  

      淨流動負債   (301,974)  (114,22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02,416  4,19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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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94,201  111,853  
僱員退休褔利負債  5,790  7,461  
遞延稅項負債  105,573  116,248  

   205,564  235,562 

淨資產   3,696,852  3,956,87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13,027  984,030 
儲備   2,370,785  2,632,02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3,383,812  3,616,053 
非控股權益   313,040  340,821 

權益總額   3,696,852  3,95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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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獨立審閱 

 

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已經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 號「獨立核數師對中期財務資料的審閱」進行審閱。畢

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之未經修訂審閱報告載於即將寄發予股東之中期財務報告內。此外，

中期財務報告亦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2.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是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

披露規定而編製，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的規定。 

 

儘管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有凈流動負債港幣301,974,000元，本中期財務報告依然按持續經

營基準編製。於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時，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目前及預期未來流動資

金。經考慮（其中包括）(i)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存款港幣799,944,000

元、(ii)於報告期末尚未使用之信貸額、及(iii)本集團營運於未來十二個月所產生之預期

現金流入淨額，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能應付其到期負債。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

準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乃屬恰當。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公告內所載作為比較資料之截至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

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披露之進一步資料根據香港《公

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規定披露如下： 

 

按照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規定，本公司已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報告。該核數師報告並無

保留意見；且並無提述核數師在不發出保留意見的情況下強調任何須予注意之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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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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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除了預期將於二零二一╱二零二二年之全年財務報表中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本中

期財務報告乃根據二零二零╱二零二一年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而編

製。任何因為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股份獎勵計劃而產生的會計政策之變動

詳情載列如下。 

 

(a)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已就本會計期間之本中期財務報告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修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 2019 冠
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 7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

修訂「利率基準改革－第 2 階段」 

 

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載述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修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 2019 冠狀病
毒病相關租金寬減」（二零二一年修訂） 

 

本集團先前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中之可行權宜方法，故作為承租人，

倘符合資格條件，則毋需評估直接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而產生之租金寬減是否為

租賃調整。其中一項條件要求租賃付款之減少僅影響於指定時限內或之前到期之原

始付款。二零二一年修訂將該時限由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延長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 

 

本集團已於本財政年度採納二零二一年修訂。該修訂對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之年初

權益結餘並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利率基
準改革－第2階段」 

 

該等修訂提供有關下列方面的針對情況作出會計緩衝安排：(i)將釐定金融資產、金

融負債及租賃負債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基準變動作為調整進行會計處理；及(ii)由於銀

行同業拆息改革，當利率基準被替代基準利率取代時，則終止對沖會計處理。該等

修訂並無對本中期財務報告造成影響，因本集團並無與基準利率掛鈎且受銀行同業

拆息改革影響之合約。 

 

本集團並無應用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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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b) 以股份為付款基礎之交易 

 

本集團設有多項以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薪酬計劃，而僱員則向本集團提

供服務作為本公司股權工具之代價。該等計劃包括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 

 

授予僱員之購股權或股份獎勵之公允值乃確認為僱員成本，並相應增加權益項下之

股份基礎補償儲備。公允值乃於授出日期計量，並計及授出購股權或獎勵股份之條

款及條件。若僱員須符合歸屬條件後方可無條件享有購股權或獎勵股份，則購股權

或獎勵股份之估計公允值總額會在歸屬期間攤分，並計及購股權或獎勵股份將會歸

屬之可能性。 

 

於歸屬期間，本公司會檢討預期將歸屬之購股權或獎勵股份數目。於過往年度確認

之任何累計公允值調整會在檢討年度從損益扣除╱計入損益（除非原有僱員開支合

資格確認為資產），並相應調整以股份為基礎之補償儲備。於歸屬日期，確認為開

支之金額會作出調整，以反映所歸屬之購股權或獎勵股份之實際數目（而以股份為

基礎之補償儲備亦會作出相應調整），惟只因未能達到與本公司股份市價有關之歸

屬條件而導致被沒收則除外。 

 

就購股權計劃而言，權益金額乃於以股份為基礎之補償儲備確認，直至購股權獲行

使（此時有關金額計入於已發行股份之股本中確認之金額）或購股權屆滿（此時有

關金額直接撥至保留溢利）為止。 

 

就股份獎勵計劃而言，本集團可能會透過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於聯交所購入其自有

股份作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將予歸屬之股份。本集團就本股份獎勵計劃購入但尚未

歸屬之股份入賬為庫存股份，且作為「股份獎勵計劃持有之股份」入賬為權益之扣

減項目。待獎勵股份歸屬後，購買股份之相關成本於「股份獎勵計劃持有之股份」

內扣減，獎勵股份之相關公允值計入股份基礎補償儲備，差額於權益內扣除╱計入。 

 

本集團亦可能就已歸屬獎勵股份發行新股份。先前已於股份基礎補償儲備確認之金

額於發行新股份後將轉撥至股本。 

 

 

4.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食品及飲品。收入指已售產品之發票價值減退貨、回

扣及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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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報告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透過按地區成立之實體管理業務。期內有關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
提供之資源配置及分部表現評估之須報告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中國內地 香港業務 澳洲及新西蘭 新加坡 總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重列)  (重列)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來自外間顧客之收入 2,230,336 3,135,648 1,011,076 977,254 300,563 237,310 62,098 60,033 3,604,073 4,410,245 
分部間收入 44,054 32,607 13,029 20,072 3,931 5,129 2,131 1,981 63,145 59,789 

須報告分部之收入 2,274,390 3,168,255 1,024,105 997,326 304,494 242,439 64,229 62,014 3,667,218 4,470,034 

           
須報告分部之 

    經營(虧損)/溢利 (32,587) 742,623 124,067 212,701 34,866 30,415 (3,343) 516 123,003 986,255 

本期新增之 

非流動分部資產 51,731 356,554 44,697 67,024 20,678 2,063 10,561 1,859 127,667 427,500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須報告分部之資產 4,084,802 4,430,545 3,462,307 3,578,124 469,840 461,614 122,292 105,208 8,139,241 8,575,491 

須報告分部之負債 2,635,004 2,750,636 835,207 820,889 152,872 126,521 36,200 29,611 3,659,283 3,727,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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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報告（續） 
 

(b) 須報告分部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須報告分部之收入 3,667,218 4,470,034 
分部間收入之撇銷 (63,145) (59,789) 

綜合收入 3,604,073 4,410,245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損益   
須報告分部之經營溢利 123,003 986,255 
融資成本 (8,879) (5,842) 
所佔合營公司虧損 - (7,285) 
確認商譽之減值虧損 (11,852) -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費用 (68,618) (57,155) 

綜合除稅前溢利 33,654 915,973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須報告分部之資產 8,139,241 8,575,491 
分部間應收款之撇銷 (1,507,132) (1,544,815) 

 6,632,109 7,030,676 
合營公司之權益 - - 
遞延稅項資產 170,143 139,489 
應收現期稅項 73,591 79,594 
商譽 6,450 18,352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資產 3,174 8,299 

綜合總資產 6,885,467 7,276,410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須報告分部之負債 3,659,283 3,727,657 
分部間應付款之撇銷 (676,284) (598,539) 

 2,982,999 3,129,118 
僱員退休福利負債 5,790 7,461 
遞延稅項負債 105,573 116,248 
應付現期稅項 68,985 40,750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負債 25,268 25,959 

綜合總負債 3,188,615 3,31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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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之利息 5,656 1,397 

 租賃負債之利息 3,223 4,445 

 8,879 5,842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b)  其他項目：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3,662) (2,675) 

向合營公司借出貸款之利息收入 (894) (1,296) 

政府補助（附註(i)） (30,509) (136,394)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 (12,341) (13,706) 

投資物業之折舊 63 63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49,109 53,034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32,644 173,023 

無形資產之攤銷 346 315 

確認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之減值虧損 4,544 54 

確認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1,545 4,897 

確認商譽之減值虧損 11,852 - 

存貨成本（附註(ii)） 1,890,584 1,998,891 

 

附註： 

(i) 於本中期內，一項去年於中國內地的投資而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筆補助共

港幣 25,333,000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其他與 2019 冠

狀病毒病相關而於中國內地、香港及新加坡等地政府獲得共港幣 4,000,000 元（截

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134,011,000 元）補助，當中其他收入為

港幣 1,083,000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27,791,000 元），

港幣 1,179,000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100,179,000 元）與

員工成本作抵銷，另港幣 1,738,000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

幣 6,041,000 元）與銷售成本及經營費用作抵銷。 

 

(ii) 存貨成本包括確認撇減存貨共港幣 15,595,000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港幣 39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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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續）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c)  其他經營費用：   

員工成本 93,773 75,123 

倉庫費用 3,911 5,130 

中國內地的其他稅項 21,271 26,564 

關聯方收取的管理費 18,932 15,000 

特許權使用費預扣稅 8,011 12,084 

質量保證及樣本費用 7,125 7,315 

維修及保養費用 3,385 1,95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318) (395) 

確認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之減值虧損 4,544 54 

確認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1,545 4,897 

確認商譽之減值虧損 11,852 - 

確認╱（撥回）撇減存貨 13,041 (983) 

其他 23,029 8,762 

 210,101 155,505 

 

7. 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內之所得稅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14,234 27,935 

現期稅項－香港以外地區 18,318 241,475 

遞延稅項 (39,873) (52,997) 

 (7,321) 216,413 
 

香港利得稅撥備是按本期所估計之應課稅溢利以 16.5%（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16.5%）之稅率計算。香港以外地區之附屬公司之稅項則按有關稅項司法管轄

區之現行適用稅率計算。 

 

  



13 

 

8. 股息 

 

(a) 應付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中期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期後並無已宣派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每股普通股 3.8 港仙） 

 

 

  -       

 

 

40,465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後已宣派之中期股息乃按批准中期財務報表當日已發
行股份總數 1,064,867,500 股普通股計算。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已宣派之中期股息並未確認為負債。 

  

(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期內批准及支付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應付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期內批准及支付之
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 29.0 港仙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普通股 28.4 港仙） 310,158 

 

30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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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 32,804,000 元（截至二零二
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671,905,000 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股數 1,068,026,000 股普通股（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64,138,000

股普通股）計算，其計算如下：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股份數目 

千股 

股份數目 

千股 

   

於四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1,067,188 1,063,778 

已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959 360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之影響 (121) - 

於九月三十日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1,068,026 1,064,138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 32,804,000 元（截至二零二

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671,905,000 元）及就所有具潛在攤薄盈利之普通

股之影響而作出調整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073,913,000 股普通股（截至二零

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73,626,000 股普通股）計算，其計算如下：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股份數目 

千股 

股份數目 

千股 

   

於九月三十日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1,068,026 1,064,138 

假設因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以無償方式 

     發行普通股之影響 5,887 9,488 

於九月三十日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攤薄） 1,073,913 1,073,626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於二零二零年九

月三十日：只有購股權計劃）具有攤薄盈利之潛在普通股。因為股份獎勵計劃之潛

在普通股在期內沒有產生攤薄影響，故此股份獎勵計劃之潛在普通股並未包括在每

股攤薄盈利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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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商譽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18,352 17,251 

本期╱年度確認商譽之減值虧損 (11,852) - 

匯兌調整 (50) 1,101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 6,450 18,352 

 

包含商譽之現金產生單位之減值測試 

 

商譽因收購 Vitasoy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Pte. Ltd.（「VIS」）之全部股本而產生。 

 

VIS 業務之可收回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釐定。該計算使用按管理層批准之五年期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五年期）財政預算得出之現金流量預測。 五年期（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五年期）以後之現金流量 則使用 3%（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3%）之年增長率推算。該增長率不超過 VIS 業務所經營業務之長期平均增長率。 

 

計算使用價值時採用之主要假設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 毛利率 31.9% 34.3% 

- 五年期之平均年銷售增長率 12.9% 10.6% 

- 除稅前折現率 9.5% 8.8% 

 

管理層根據過往表現及其對市場發展之預測，確定預算毛利率及銷售增長率。所使用之

折現率則為反映相關分部特定風險之除稅前折現率。 

 

由於現金產生單位已減少至其可收回金額港幣 61,546,000 元，因此，任何用於計算可收

回金額之假設之負面變動將導致進一步的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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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虧損撥備 856,853 819,987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332,641 374,121 

 1,189,494 1,194,108 

 

於匯報日，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包括於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內）按發票日期及

扣除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831,048 803,401 

三至六個月 20,357 11,163 

六個月以上 5,448 5,423 

 856,853 819,987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一般於發票日期起計一至三個月內到期。管理層備有信貸政策，

並會持續監察所面臨之有關信貸風險。所有要求超過特定信貸金額之客戶必須進行個

別信貸評估。該等評估集中於客戶過往之到期還款記錄及現時還款能力，並會考慮客

戶之特定資料以及有關客戶營運所在之經濟環境。一般而言，本集團不會從客戶取得

抵押品。 

 

 

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904,799 976,96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554,004 1,627,752 

預收客戶款項 72,995 214,616 

 2,531,798 2,81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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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續） 

 

於匯報日，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900,917 970,805 

三至六個月 514 5,867 

六個月以上 3,368 296 

 904,799 976,968 

 

本集團之一般付款期限為自發票日期起計一至兩個月。 

 

 

13. 銀行貸款 

 

於匯報日，銀行貸款須於下列期限償還：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或按要求 286,491 130,306 

 

於匯報日，概無銀行貸款以物業、廠房及設備作為抵押擔保。 

 

本集團若干銀行信貸須符合與若干財務比率有關之契諾，此乃與財務機構訂立貸款安

排時之常見規定。倘若本集團違反有關契諾，則須按要求償還已提取之信貸額。本集

團定期監察其遵守該等契諾之情況。 
 

 

14. 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表已作出若干重分類，使其符合本期之呈列，以便更好反映潛在費用的本質。

因此，推廣、銷售及分銷費用增加港幣44,248,000元，行政費用減少港幣22,392,000元

及其他經營費用減少港幣21,856,000元。 

 

如附註5所披露，中國內地及香港業務分部之若干費用已重新分配，使其符合本期之呈

列，以便更適當地反映須報告分部之表現。因此，總公司及企業行政成本減少港幣

37,331,000元，中國內地及香港業務須報告分部之經營溢利亦分別減少港幣31,735,000

元及港幣5,59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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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 3.8 港仙）。 

 

 

管理層報告 
 

業務摘要 

 

中期收入下降 18%。儘管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肆虐下推出多項限制措施，我們於香港、

澳洲及新西蘭以及新加坡的業務仍錄得穩健增長，然而我們於中國內地的銷售及溢利卻因

銷售下滑受到嚴重影響（詳情載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發佈的盈利警告公告內）。 

 

經營溢利下降 95%，主要是由於中國內地的銷售下滑；加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逐漸受控，

政府減少提供有關疫情的補貼，同時我們恢復去年於疫情下減少的廣告和推廣支出等。 

 

中國內地於夏天旺季的收入減少，嚴重影響業務表現。而香港在旅遊限制措施、邊境關閉

及學校停課的環境下，仍能實現增長。澳洲經濟復甦加上新產品的推出，表現強勁。儘管新

加坡重新開放邊境後，當地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又再增加，但當地飲品銷售和豆腐出口

業務已開始穩步復甦。菲律賓業務方面，持續的封城措施影響當地的便利店銷售渠道，而

我們的家庭裝產品業務仍繼續穩步增長。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 95%，與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公佈的盈利警告相符。 

 

儘管面對上述的重大逆境及困難，本集團已展開一項周詳計劃，在繼續推動其他增長中市

場的同時，加速中國內地的銷售復甦。透過推出新產品及加強銷售執行，我們預計中國內

地業務將在下一個財政年度重拾增長勢頭及恢復盈利增長。 

 

由於業績不理想，以及我們必須要優先恢復中國內地業務的表現，董事會宣佈不派發截至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

普通股 3.8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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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保持穩健。以下是我們主要財務指標的分析，其中包括收入、毛利率及

資本回報率﹕ 

 

收入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減少 18%至港幣 3,604,000,000 元

（二零二零╱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中期：港幣 4,410,000,000 元）。 

 

 中國內地：-29%（以當地貨幣計算為-35%） 

七月至九月大部分時間產品未有充份上架及投放廣告，第二季度的收入因而受到影

響。 

 

 香港業務（香港、澳門及出口）：+3% 

儘管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肆虐，香港業務仍受惠於成功推出新產品。 

 

 澳洲及新西蘭：+27%（以當地貨幣計算為+17%） 

儘管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令封城措施延長，我們仍成功推出創新燕麥奶產品

組合及全新廣告宣傳活動，以保持穩健增長勢頭。 

 

 新加坡：+3%（以當地貨幣計算持平） 

當地飲品及豆腐出口業務推動業務增長。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上半年的毛利為港幣 1,727,000,000 元，下跌 28%（二零二零╱二零二一財政年

度中期：港幣 2,410,000,000 元），主要由於銷量減少所致。 

 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上半年的毛利率下跌至48%（二零二零╱二零二一財政年

度中期：55%），主要由於銷量減少、推廣費用支出較高，以及政府補貼減少所致。 

 

經營費用 

 總經營費用增加 13%至港幣 1,737,000,000 元（二零二零╱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中期：港幣

1,535,000,000 元），主要由於疫情相關政府補貼減少、恢復廣告及促銷支出、撇減存貨

及新加坡業務商譽減值所致。 

 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費用增加 12%至港幣 1,175,000,000 元（二零二零╱二零二一財政

年度中期：港幣 1,051,000,000 元），反映了擴展中國內地銷售網絡而增加的員工成本、

恢復廣告及促銷支出，以及政府補貼大幅減少。 

 行政費用增加 7%至港幣 352,000,000 元（二零二零╱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中期：港幣

329,000,000 元），主要由於疫情相關政府補貼減少。 

 其他經營費用為港幣210,000,000元，去年同期則為港幣155,000,000元，當中主要包括其

他支援職能的員工成本、關連方收取的管理費及中國內地的其他稅項費用。增加主要由

於較少政府補貼、新加坡業務商譽部分減值，以及撇減存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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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計利息收入、融資成本、所得稅、折舊、攤銷費用及所佔合營公司虧損前盈利（EBITDA） 

 上半年的 EBITDA 為港幣 320,000,000 元，減少 72%。EBITDA 減少主要由於銷售表現

下降、經營費用增加及政府補貼大幅減少所致。 

 因此，EBITDA佔銷售利潤率由26%下跌至9%。 

 

除稅前溢利 

 上半年除稅前溢利減少 96%至港幣 34,000,000 元（二零二零╱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中期：

港幣 916,000,000 元）。 

 

稅項 

 上半年可抵免的所得稅為港幣 7,000,000 元（二零二零╱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中期：繳納

所得稅為港幣 216,000,000 元），實際稅率為-22%，原因是中國內地錄得虧損因而產生

較高淨稅項抵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上半年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港幣 33,000,000 元，較去年同期下跌 95%（二零二

零╱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中期：港幣 672,000,000 元）。 

 

財務狀況 

 本集團主要透過動用內部現金及主要來往銀行所提供的銀行信貸額，為營運及資本支出

提供資金。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現金和銀行存款為港幣 800,000,000 元（二零二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971,000,000 元）。當中 37%、54%及 3%的現金和銀行存款分

別以港幣、人民幣和美元計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40%、52%及 2%）。於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淨額（現金及銀行存款減銀行借貸、應付票據及租賃

負債）為港幣 81,000,000 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453,000,000 元）。可供

動用的銀行信貸額為港幣 894,000,000 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905,000,000

元），以滿足未來的現金流量需要。 

 本集團的債務為港幣 719,000,000 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518,000,000 元），

當中銀行借貸為港幣 286,000,000 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30,000,000 元）、

應付票據為港幣 243,000,000 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83,000,000 元）及租

賃負債為港幣 190,000,000 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205,000,000 元）。 

 借貸比率（按債務總額與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比率計算）上升至 21%（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4%）。借貸總額若扣除租賃負債，借貸比率則為 16%（二零二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9%）。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上半年的資本回報率（按中期 EBITDA 與於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平均非流動債務及權益比率計算）為

8%（二零二零╱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中期：30%）。 

 期內錄得的資本性支出為港幣 95,000,000 元（二零二零╱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中期：港幣

359,000,000 元），主要用作提升產能。 

 期內並無任何資產為貸款及╱或租賃安排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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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財務關鍵表現指標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七月與二零二零╱二零二一年年報一併刊發的「二零二零╱二零二

一年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已披露多個非財務關鍵表現指標。關鍵表現指標著重提升產品

及包裝組合（「生產合適的產品」）及減少能源的使用（「採用合適的生產方法」）。

預期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將繼續保持已公佈的發展軌道向成

功邁進，而該等關鍵表現指標將載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公佈的二零二一╱二零二二年可持

續發展報告內。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整體財務管理政策強調預測、減低及管控風險，涵蓋與本集團的相關業務直接

有關的交易。為達致協同效益、效率及監控的目的，本集團為所有附屬公司實行中央現

金及財政管理系統。各營運附屬公司一般以當地貨幣進行借貸及減低部份外匯風險。 

 

整體回顧 

 

中國內地 

 上半年的收入以當地貨幣計算較去年下降 35%，主要由於產品在夏季高峰期的七月至九

月未有充份上架。由於人民幣升值，我們的收入以港幣計算下降 29%。但令人鼓舞的是，

隨著產品在九月底開始恢復上架，再配合消費者反應而逐步在各省份重新推出廣告宣傳

活動，預計銷售將有所改善。 

 中期的經營虧損為人民幣 27,000,000 元，較去年同期的經營溢利人民幣 670,000,000 元

下降。虧損的主要因素包括銷量下降及政府補貼較上年大幅減少。撇除政府補貼，中期

的經營虧損為人民幣 28,000,000 元，而去年的經營溢利為人民幣 628,000,000 元。 

 於九月底，我們進行了多項中秋節店內促銷活動以及新學年開學促銷活動，亦參與了第

二十一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等多項企業活動，藉以強調我們的企業價值、及提供

以植物為本、可持續發展、美味及營養產品的使命。我們將在下半年加強上述活動，加

快銷售復甦，目標是在新的財政年度恢復增長。 

 雖然二零二一年的夏季創新計劃受到影響，但令人鼓舞的是，我們的創新產品廣獲消費

者的強烈好評。就維他奶品牌而言，我們推出了一個全新 VITAOAT 品牌燕麥奶產品，

在這個發展前景良好的產品類別得到大幅增長。維他品牌方面，新推出的維他氣泡檸檬

茶為消費者帶來全新的冰涼激爽茶飲體驗，為品牌開闢了一個嶄新平台。 

 中國內地業務於中期錄得經營虧損港幣 33,000,000 元，而去年同期的中期溢利則為港幣

743,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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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業務（香港、澳門及出口） 

 隨著便利店銷售渠道開始復甦加上電子商貿持續發展，香港業務增長 3%。儘管 2019 冠

狀病毒病疫情的限制措施尚未完全解除，本集團維他天地於學校的小賣部業務已有所改

善。 

 經營溢利下降 42%，主要由於與去年同期比較，政府補貼大幅減少，以及為應付預期高

峰期的產品需求而提高投資費用。撇除政府補貼，經營溢利下降 8%。 

 我們推出了全新美味的 VITAOAT 燕麥奶，以擴大我們的植物奶產品系列。就維他品牌

而言，除了在中國內地推出維他氣泡檸檬茶外，我們亦成功推出全新的維他新鮮茶，對

鮮凍產品感興趣的消費者帶來嶄新的維他茶飲體驗。 

 

澳洲及新西蘭 

 澳洲及新西蘭業務錄得強勁增長，主要受惠於核心產品的強勁表現以及及新產品推出的

成功，特別是極具發展前景的燕麥奶新類別。儘管維多利亞州延長封城措施，影響了咖

啡銷售渠道的復甦速度，但以當地貨幣計算的收入仍較去年同期增長17%。 

 由於毛利增加，上半年經營溢利以當地貨幣計算增長 6%，惟部分毛利升幅被較高的運

費成本、為推出新產品及建立品牌價值所須的廣告及推廣費用所抵銷。 

 由於澳元升值，收入以港幣計算增長27%，而經營溢利以港幣計算則增長15%。 

 

新加坡 

 新加坡收入以當地貨幣計算表現持平，主要是進口飲品及豆腐出口業務持續增長，但消

費者於去年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封城期間過度備存貨品，導致今年同期國內豆腐銷量

下降，抵銷了部分收入增長。中期的經營虧損下跌至坡幣577,000元，而去年同期的經營

溢利為坡幣92,000元，原因是業務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限制措施下，面臨更高的生

產及運費成本，加上持續的封城措施亦導致當地市況不景。 

 由於坡元升值，收入以港幣計算增長3%。中期的經營虧損為港幣3,343,000元，而去年同

期則為經營溢利港幣51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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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展望 

 

儘管本集團的增長勢頭因中國內地業務的夏季銷售額下降以及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

響而短暫受阻，但我們對中國內地業務的復甦、本集團的長遠前景、有利的市場環境及消

費趨勢、本集團的市場定位及產品創新、產能以及即將於二零二二年推出的創新產品等仍

然充滿信心。 

 

中國內地 

 我們將繼續全面加速重啟廣告及店內宣傳活動，推動我們成功的核心產品組合，以及今

年推出的創新產品，包括VITAOAT燕麥奶及維他氣泡檸檬茶等，從而加速復甦發展，期

望於二零二二年恢復可持續增長。 

 

香港業務（香港、澳門及出口） 

 儘管2019冠狀病毒病的限制措施仍影響我們於學校的業務，但憑藉我們在產品創新及市

場活動方面的努力，香港業務仍將繼續增長。 

 

澳洲及新西蘭 

 我們將繼續推動澳洲及新西蘭的業務增長，在食肆及非食肆渠道均供應我們多元化且創

新的優質植物奶產品。 

 

新加坡 

 我們將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作出投資，藉此擴充新加坡的業務規模，重新啟動當地豆腐

業務，並推出新的植物奶產品。 

 

菲律賓 

 我們與Universal Robina Corporation成立的合營公司將繼續於菲律賓市場專注建立維他

奶品牌價值。我們將繼續推動家庭裝產品系列，同時加強品牌價值以促進未來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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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堅守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並時刻遵守注重具透明度、獨立性、問責、負責與公平之管

治原則及常規。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

守則中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審核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之成員包括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Paul Jeremy BROUGH先生（主席）、

李國寶爵士、Jan P. S. ERLUND先生及黎定基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磋商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

等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審核委員會審閱及評估本公司涵蓋所有重大財務、營運及合規監控方面的風險管理及內部

監控系統之成效。審核委員會亦定期檢討本公司之企業管治架構及常規，並持續監察合規

情況。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本公司股份獎勵計

劃受託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之規則和信託契約條款，以總額約港幣 10,000,000 元在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買共 500,000 股本公司股份以獎授股份予經甄選參與者外，概無購回、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短期內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vitasoy.com)刊登。 

 

承董事會命 

羅友禮 

執行主席 

香港，二零二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羅友禮先生、陸博濤先生及黎中山先生為執行董事。羅慕玲女士、羅德承先生
及羅其美女士為非執行董事。李國寶爵士、Jan P. S. ERLUND 先生、黎定基先生、Paul Jeremy 

BROUGH 先生及鍾志平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