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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GYI (CAYMAN ISLANDS) HOLDING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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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592,994 531,955

銷貨成本 (430,873) (344,890)

毛利 162,121 187,065

其他收益 710 1,224

其他淨收入 7,894 10,140

分銷費用 (117,647) (96,694)

行政費用 (19,642) (21,053)

其他經營費用 (9,162) (10,385)

經營溢利 3 24,274 70,297

財務費用 4 (9,628) (12,61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061 (1,017)

除稅前溢利 15,707 56,668

稅項 5 (3,461) (4,602)

除稅後溢利 12,246 52,066

少數股東權益 (222) (869)

股東應佔溢利 12,024 51,197

每股溢利 6 0.22美仙 0.92美仙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乃由董事會負責編製，該等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

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此簡明賬目須與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一併

閱覽。

編製此等簡明中期賬目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所

採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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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業績

營業額指向客戶售貨之發票值，扣除退貨、折扣及增值稅。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營運，

因此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溢利貢獻亦來自中國。

按主要產品劃分之本集團營業額及分部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分部業績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 千美元 % 千美元 千美元

方便麵 365,622 62 295,624 56 27,371 41,293

飲品 180,238 30 187,254 35 769 29,643

糕餅 36,091 6 40,823 8 (2,966) (1,233)

其他 11,043 2 8,254 1 (1,978) 3,137

合計 592,994 100 531,955 100 23,196 72,840

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加入）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折舊 36,933 32,732

沖回聯營公司之減值虧損已包括在其他淨收入 — (2,855)

4.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利息支出：

　來自需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貸款 9,628 1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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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開曼群島並不對本集團之收入徵收任何稅項。

由於本集團期內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準備。

於中國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須受適用於中國外資企業之稅例規限，由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獲全面豁免

稅率為百分之十五之中國外資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則可獲減免百分之五十稅項。此外，若干附屬公司於

經濟技術開發區指定地點內經營，並獲得先進技術企業資格，於再其後三年按10%之企業所得稅率納稅。

因為時差對本集團影響並不大，故並無在賬目中就遞延稅項作出準備。

6. 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有關期間的股東應佔溢利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5,588,705,360（二零零二

年：5,588,705,360）計算。

由於行使可換股債券所附之換股權分別增加有關期間之每股基本溢利，故此並無呈列該期間每股攤薄溢利

之數字。

7.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擬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方便麵業務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方便麵的銷售額為365,622千美元，較去年同期大幅成長23.68%，佔本集

團總營業額的62%。延續及善用既有的銷售基礎與產品策略，加上對市場變化作出迅速的回

應，令方便麵的銷售續創新高。大城市消費者對容器麵的需求持續增加，願意付出較高的

代價換取較方便的消費模式，加之於以消費容器麵為主的台灣市場銷售成功，帶動容器麵

錄得39.04%的可觀成長。袋麵方面，成長主要來自平價麵「福滿多」，而高檔袋麵的銷售被

容器麵及平價袋麵的成長所稀釋，相對升幅較小，此趨勢亦為中國整體方便麵市場的現

況；於第二季度非典型肺炎事件爆發期間，消費者對方便麵的需求激增，導致本集團方便

麵於傳統淡季仍有極亮麗的表現。據AC Nielsen二零零三年四至五月調查所得，「康師傅」

於中國方便麵市場的銷售量及銷售額之佔有率分別為31.7%及42.1%，去年同期分別為

28.2%及40%，穩守領導地位。本集團的方便麵業務已進入台灣市場半年，據AC Nielsen最

近一期（六月）報告所得，基於銷售量，「康師傅」巳成功取得台灣方便麵市場22.3%的市埸佔

有率，且產品持續熱賣。基於消費者追求物超所值的心態，本集團適時地推出切合消費者

需求的系列產品，於消費者要求不同的質與量的方便麵時給予更多的選擇。

上半年方便麵的毛利率為21.65%，較二零零二年同期下降6.17個百分點，期內棕梠油價格

處於高位，「加量不加價」策略及更換容器麵包材致成本上升，另外低毛利的平價麵銷售的

快速成長以及台灣市場於營運初期未達規模經濟效益等因素均導致方便麵毛利率下降。上

半年方便麵業務之股東應佔溢利為21,792千美元，去年同期為30,084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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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品業務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飲品的營業額為180,238千美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75%，佔本集團總營

業額的30%。第二季度飲品的銷售未能延續首季的升幅，亦未能達到本集團的預期；承如上

文所述，第二季度非典型肺炎於中國肆虐，「五一」黃金假期的取消，人們外出休閒、旅

遊、至餐廳進食的完全停滯、各種商業活動的受限等等消費者行為及生活的變化，嚴重影

響了以戶外飲用為主的包裝飲品的銷售。儘管如此，二零零三年上半年康師傅飲品除推出

康師傅礦物質水和優健美健康綠茶等新產品外，仍持續鞏固了茶市場的領導地位並藉雙品

牌擴大了果汁的市場份額，據AC Nielsen二零零三年四至五月調查結果顯示，康師傅茶飲

品於中國即飲茶市場的銷售量佔有率為45.2%，居市場第一位，康師傅果汁飲品於稀釋果汁

市場之銷售量佔有率為20.9%，居市場第二位，去年同期為15.5%。

非典型肺炎過後，集團管理層有信心以最快的速度回復並提升飲品的銷售，後續將針對消

費者健康意識的增強，加強果汁和綠茶等產品健康利益點的溝通，並針對旗艦產品康師傅

冰紅茶、康師傅綠茶及果汁明星產品鮮 每日C果汁系列持續廣告與促銷的投資，展開產品

主題性消費者促銷及大型音樂事件行銷活動，來強化領導品牌形象及提高消費者喜好度並

搶攻及擴大銷售和市場佔有率。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飲品的毛利率為41.04%，較去年同期下降5.32個百分點，主要是原材料

膠粒及原果汁價格於首季和第二季分別上漲40%和10%，以及生產設備未被充分利用，閒置

損失增加所致。上半年飲品業務的股東應佔虧損為1,281千美元，去年同期股東應佔溢利為

26,321千美元。

糕餅業務

上半年糕餅的營業額為36,091千美元，較去年同期下跌11.59%，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6%。受

糕餅產品週期較短及替代性高等負面因素影響，本集團的糕餅業務表現未如預期，期內強調

高營養的「妙芙」蛋糕及中國傳統餅食「蛋酥卷」的銷售相較理想，外銷業務方面保持穩定；而

與策略夥伴合作推出的「巧芙派」巧克力威化餅乾及「珍寶珠」等產品，於本年初上市，銷售符

合管理層預期且已初步建立市場基礎。本集團將持續加強與策略夥伴合作，適時推出具競爭

力的產品，並善用本集團既有的品牌及通路優勢，提供予消費者更多的選擇。據AC Nielsen

二零零三年四至五月調查所得，「康師傅」於中國夾心餅市場之銷售額佔有率為27%。

期內，糕餅業務的毛利率為25.97%，較去年同期下跌4.55個百分點；主要由於設備使用率

偏低及高毛利產品未如理想，股東應佔虧損為3,382千美元，去年同期的股東應佔虧損為

1,952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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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運作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負債為8.06億美元，相對於總資產13.60億美元，負債

比例為59.28%。相較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總負債5.80億美元，上升了約2.26億美

元，負債比例上升了9.9個百分點，同期長短期貸款相較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升

103,285千美元是由於今年增加的飲品設備大幅增加了短期借款中的「信託收據放款」；此

外，因應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經營的不確定性，本集團啟動了危機處理機制所致。本集團

為維持健康的財務結構，已逐步以中長期貸款取代「信託收據放款」，總貸款額將隨「信託收

據放款」的償還而下降。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手頭現金為1.63億美元。

財務比率概要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製成品週轉期 12.41日 12.03日

應收賬款週轉期 15.93日 13.30日

流動比率 0.80倍 1.01倍

負債比率 59.28% 49.38%

資本與負債比率 0.55倍 0.45倍

生產規模

期內本集團共增加25條PET膠瓶裝飲品生產線，其中23條已於六月底前陸續投產，餘下的2

條亦已於第三季投產；自第三季起，本集團的PET飲料產能將較去年底增加一倍。此外，為

配合方便麵市場需求的增加，本集團已於廣州、杭州、武漢及台灣四個方便麵廠增加新設

備，台灣廠新增的3條生產線，已於七月投入生產，其他三個廠區的新設備預期可於第三季

內投產；透過擴大上述的產能，相信可加強本集團於市場的競爭力，並對本集團銷售的成

長有一定的裨益。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26,223名僱員（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542名）。本集團向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配合保險及醫療福利以及專業的培訓計

劃，透過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以期提高僱員對本集團的貢獻。

展望

隨著中國零售業快速成長及消費支出穩步上升，方便食品的發展空間顯然可觀。本集團深

信非典型肺炎事件的負面影響屬一次性；值得欣喜的是隨著「非典」疫情及水災分別於七月

及八月受到控制後，本集團飲品銷售巳漸漸回復正常；於中國東部及南部因天氣較正常炎

熱，有助本集團飲品於此等地區之銷售有較佳表現。惟消費者對產品價格非常敏感，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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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割價情況嚴重，這趨勢將影響本集團利潤空間；因此盈利需於此競爭激烈的基礎上增

長，將是一項極艱辛的挑戰，本集團將持續善用既有的品牌、行銷及通路優勢，並致力於

下列方向的改善以加強績效：

1. 生產方面：透過精進的生產技術與管理，進一步減低生產成本；

2. 營運方面：(1)加強與消費者溝通並縮短與通路夥伴的距離；進而鞏固品牌力度及增加

市場佔有率；(2)有效控制行銷成本並加強物流管理；(3)透過集團專業的研究團隊適時

推出具競爭力及高毛利的產品。

3. 資本支出：年內本集團投資於飲品與方便麵事業上的設備將於第三季末全線投產，本年

內再無其他資本支出計劃。對於來年的投資，本集團將平衡市場成長趨勢及本集團的發

展，採取保守而審慎的態度安排。

購入、買賣或贖回股份及可換股債券

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或買賣本公司任何股份及可換股債券。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份成立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最近召開之

會議乃審議本集團本年度之中期業績。

最佳應用守則

期內，除了所有董事因須按公司章程細則輪席退位而未有指定任期外，本公司已遵循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定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業績公佈之全部資料

一份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附錄十六第46(1)至(3)段所規定

列載之全部資料將於稍後時間登載於聯交所網頁及本公司網頁www.tingyi.com內。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魏應州

中國天津，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網址： http://www.tingyi.com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ting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