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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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1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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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

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 已於2022年5月13日決議批准本集團截至2022年3月31日
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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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5%）刊
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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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披露之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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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1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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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3日決議批准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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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061,805 964,475
銷售成本  (728,965) (654,529)
   

毛利  332,840 309,946
其他收入  7,550 11,861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9,759) (116,034)
行政開支  (71,759) (66,974)
其他開支  (8,192) (7,423)
其他收益及虧損  3,199 3,291
財務成本  (69) (29)
   

除稅前溢利  133,810 134,638
所得稅開支 3 (31,581) (30,203)
   

期內溢利  102,229 104,435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 本公司擁有人  90,311 93,195
 – 非控制性權益  11,918 11,240
   

  102,229 104,435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港仙） 4 8.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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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3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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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3,263 1,625,369
使用權資產 207,406 207,510
商譽 65,443 65,239
無形資產 40,648 42,17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6 11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7,210 37,210
遞延稅項資產 62,298 62,511
應收貸款 547 821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 20,245 22,057
到期日一年以上定存款 86,312 85,616
租金訂金 1,789 2,051
  

 2,165,277 2,150,670
  

流動資產

存貨 410,446 464,999
貿易應收賬款 555,666 475,382
應收債券 37,620 37,087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73,975 87,288
應收貸款 547 547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4,352 3,511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9,653 32,504
可收回稅項 5,154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00,167 198,985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10,000 17,642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12,230 1,790,954
  

 3,129,810 3,10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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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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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700 270,22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88,452 712,383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35,580 35,144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7,723 7,199
租賃負債 7,462 5,576
稅項負債 38,112 29,482
遞延收入 3,465 423
   

 1,039,494 1,060,434
   

流動資產淨值 2,090,316 2,048,46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255,593 4,199,13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941,441 2,941,441
儲備 1,092,825 1,009,19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034,266 3,950,639
非控制性權益 139,423 165,622
   

權益總額 4,173,689 4,116,26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6,792 56,270
租賃負債 5,237 5,636
遞延收入 19,875 20,968
   

 81,904 82,874
   

 4,255,593 4,19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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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日清食品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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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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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及蔬菜產品以及提供研究及宣傳服務。經營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香港及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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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的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載於本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中有關截至2021年12 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
本公司該年度之法定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惟摘取自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按規定須根據
香港公司條例（「公司條例」）第436條披露之有關該等全年綜合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
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照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 第3部之規定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綜合財務報表呈交公司註冊處處長。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發表報告。核數師報
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提述核數師在不就該報告作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方式促
請有關人士注意的任何事項，以及並無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407(2) 或 (3) 條作出
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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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適用）。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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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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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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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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數據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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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11 93,195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44,205,871 1,074,319,480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44,205,871 1,074,31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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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期任何股息（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零）。

7. 財務表現回顧

本期收入為1,061.8百萬港元，較2021年同期之964.5百萬港元增加10.1%。由於袋裝即食麵
需求遽增，香港業務收入增長6.6%。由於杯裝即食麵銷量上升，中國業務收入增加11.9%（按
當地貨幣計：8.6%）。有關經營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可呈報

 香港業務 中國業務 分部總計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分部收入 357,931 703,874 1,061,805 – 1,061,805
內部分部收入 33,805 73,737 107,542 (107,542) –
     

分部收入 391,736 777,611 1,169,347 (107,542) 1,061,805
     

業績

分部業績 21,426 101,635 123,061 – 12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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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3 月31日止三個月

   可呈報
 香港業務 中國業務 分部總計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分部收入 335,633 628,842 964,475 – 964,475
內部分部收入 44,159 39,080 83,239 (83,239) –
     

分部收入 379,792 667,922 1,047,714 (83,239) 964,475
     

業績

分部業績 25,296 94,191 119,487 – 119,487
     

毛利及毛利率

本期毛利為332.8百萬港元，較2021年同期之309.9百萬港元增加7.4%。本期毛利率為31.3%，與
去年同期之32.1%相比，下降0.8個百分點，主要歸因於原材料價格及其他生產成本按年上漲。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90.3百萬港元，而2021年同期為93.2百萬港元。

(II) 內幕消息 — 本公司控股股東NISSIN FOODS HOLDINGS CO., LTD.截至 
2022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本公告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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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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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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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清已於2022年5月13日約香港時間下午十二時十五分或前後公佈及送交存檔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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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披露」）。
日本日清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年度披露。 閣下如欲
審閱年度披露，敬請瀏覽https://www.nissin.com/en_jp/ir/library/materials/ 。

日本日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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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披露所載的
財務業績及相關資料載有日本日清中國分部之財務業績，該等財務資料所載之財務
業績及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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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止財政年度
 2022年 2021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淨額
 銷售給第三方 55,478 48,177
 分部間銷售 1,776 1,145
總額 57,255 49,323

營業收入 6,039 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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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業務業績之質性資訊

中國

在中國，由於高增值麵食市場持續在中國大陸擴張，本集團積極擴展其銷售區域並
強化其合味道 品牌。由於中國大陸合味道 品牌的銷量有所上升，且2022年1月至3月
期間香港因COVID-19復燃導致需求增加，收入受本地貨幣兌日圓匯率升值影響錄得
同比增長。由於中國大陸的銷量增幅抵銷了原材料價格的飆升幅度，溢利按年增加。

故此，於此可報告分部的收入為55,478百萬日圓（+15.2%），核心經營溢利為6,146百萬日
圓（+10.9%）及經營溢利為6,039百萬日圓（+4.8%）。撇除貨幣換算的影響，收入為50,678百
萬日圓（+5.2%），核心經營溢利為5,586百萬日圓（+0.8%）。

日本日清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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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年度披露）所
述者存在差異。鑑於有關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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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披露之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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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安藤清隆先生、藤 利通先生、辰谷真次先生、川坂和生 
先生及山田恭裕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松本純夫博士、高橋勝先生、中野幸江教授及
坂井利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