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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GYI (CAYMAN ISLANDS) HOLDING CORP.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322）

截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三 個 月 之
第 一 季 業 績 公 佈

摘要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居民收入上升，刺激今年首季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較去年同期上

升13.7%。本集團因受惠於中國內需市場持續向好，銷售額相對錄得穩定成長，經歷二零零

四年主要原材料價格持續高企的影響，令本集團更專著精進整體營運，成效顯著的反映於

首季業績之表現，令人鼓舞！

‧ 營業額達4.23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7.4%；

‧ 本集團毛利率為30.53%，去年同期為26.69%；

‧ 母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34,857千美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81.63%；

‧ 每股盈利為0.62美仙，較去年同期上升0.40美仙；

‧ 方便麵、飲品及糕餅的營業額分別為2.49億美元、1.37億美元及23,134千美元，各產品

別的成長率分別為12.97%、23.23%及18.39%

第一季業績

Tingyi (Cayman Islands) Holding Corp.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

第一季度財務報告連同二零零四年相對之未經審核比較數據。

本第一季財務報告未經審核，惟已獲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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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423,472 360,720

銷售成本 (294,203) (264,434)

毛利 129,269 96,286

其他收益 743 519

其他淨收入 5,325 3,689

分銷成本 (66,863) (67,543)

行政費用 (12,144) (10,010)

其他經營費用 (6,516) (4,936)

財務費用 (2,799) (5,21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263 1,168

除稅前溢利 3 49,278 13,954

稅項 4 (5,178) (1,394)

本期淨溢利 44,100 12,560

應佔溢利

　母公司股東 34,857 12,377

　少數股東權益 9,243 183

44,100 12,560

每股溢利 5

　基本 0.62美仙 0.22美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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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與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85,640 879,964

　經營租賃預付款 52,255 52,581

　聯營公司權益 43,966 53,154

　合營公司權益 30,058 30,058

　其他非流動投資 3,116 3,109

　遞延稅項資產 6,197 6,197

1,021,232 1,025,063

流動資產

　流動投資 46,936 16,466

　存貨 90,295 96,590

　應收賬款 7 74,517 71,499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8,983 65,025

　抵押銀行存款 4,382 1,39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8,926 126,152

474,039 377,12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8 207,709 188,398

　其他應付款項 105,129 96,275

　有息借貸之即期部分 176,386 186,606

　客戶預付款項 37,505 7,372

　稅項 5,799 2,575

532,528 481,226

淨流動負債 (58,489) (104,1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62,743 92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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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有息借貸 11,165 13,581

其他非流動應付款項 10,770 10,913

員工福利責任 5,105 4,887

遞延稅項負債 6,176 6,176

33,216 35,557

淨資產 929,527 885,406

股本及儲備

　母公司股東權益

　發行股本 27,943 27,943

　儲備 741,666 706,788

　擬派末期股息 63,712 63,712

833,321 798,443

　少數股東權益 96,206 86,963

929,527 88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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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報基準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未經審核季度業績乃由董事負責編製。該等未經審核季度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

計實務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此簡明賬目須與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一

併閱覽。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最近頒佈了多項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和香港會計準則，以下簡稱「新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這些準則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起已經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上財務資料亦已經反映了採納上述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除

導致會計呈報的變更外，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2. 按主要產品劃分之營業額及分部業績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運作，本集團的銷售及溢利貢獻亦主要來自中國。

按主要產品劃分之本集團營業額及分部業績之分析列載如下：

營業額 分部業績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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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475 220,837 27,177 6,093

飲　品 136,620 110,867* 20,106 11,433*

糕　餅 23,134 19,541 375 (1,694)

其　他 14,243 9,475* 2,612 1,880*

合　計 423,472 360,720 50,270 17,712

* 營業額及分部業績之比較資料已重列及重分類以配合本季度之呈報方式。

3. 除稅前溢利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折舊 23,010 2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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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5,178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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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備。

中國附屬公司均須受到適用於中國外資企業的稅法所規限，由首個獲利年度開始，並抵銷結轉自往年度的

所有未到期稅項虧損後，可於首兩年獲全面豁免繳交中國企業所得稅15%，及在其後三年獲稅率減半優

惠。

5. 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母公司股東應佔溢利34,857仟美元（二零零四年：12,377仟美元）及本季度已發行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股數5,588,705,360（二零零四年：5,588,705,360）計算。

由於本公司行使可換股債券之換股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市價，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溢利之數字。

6.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擬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7. 應收賬款

本集團之銷售大部分為貨到收現，餘下的銷售之信貸期為30至90天，有關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列示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0至90天 62,801 60,717

90天以上 11,716 10,782

74,517 7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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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0至90天 185,299 173,107

90天以上 22,410 15,291

207,709 188,398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方便麵業務

方便麵業務的銷售額為249,475千美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2.97%，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

58.91%，在既有通路精耕的穩固基礎下，持續的品牌投資，是銷售成功的主因；此外，全

面提升高價麵的產品價值感的策略，配合有效的媒體溝通，全力創造康師傅為高價值的方

便麵品牌，使得本集團全品項的容器麵銷售成長快速；加上精心經營地區飲食文化產品策

略的運用得宜，令此具地方特色的系列產品深獲消費者青睞，令康師傅領導品牌的地位更

形穩固。此外，配合鄉鎮地區的深耕以及農村消費者漸漸增加對方便麵的需求，也使本集

團「福滿多」及「好滋味」平價麵穩步成長。據AC Nielsen 2005年2-3月份零研數據顯示，本

集團之方便麵於中國總體方便麵銷售額之市場佔有率為38.61%，市場領導地位愈形穩固。

期內，方便麵之毛利率為23.95%，較二零零四年同期上升5.51個百分點；期內方便麵主要

原材料麵粉價格仍然處於高位，但棕梠油價格則較去年同期下降7%，加上於季內適度的調

升價格，精進的生產流程以及高毛利的容器麵及高價袋麵之銷售佔比持續成長，令毛利率

得以改善。期內方便麵業務之母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23,001千美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400.81%，主要是因為有效控制成本及有效改善產品銷售組合。

飲品業務

持續的通路鞏固活動，在新年旺季來臨前強化通路的鋪貨、全面優化產品包裝及全新的廣

告宣傳，活化並提升品牌形象及於旺季來臨前與通路夥伴適度的溝通等策略，令飲品的銷

售額較去年同期上升23.23%至136,620千美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32.26%。配合新年節日

家庭消費的需求，康師傅果汁系列大瓶裝強力促銷奏效加上持續擴大康師傅礦物質水的銷

售區域，令飲品營業額續創新高。據AC Nielsen 2005年2-3月份零研數據顯示，康師傅即

飲茶銷售額之市佔率為47.0%，持續居於市場第一位；康師傅果汁系列產品居市場第二位，

取得17.1%的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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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PET膠粒的價格持續處於高位，對飲品毛利有一定的影響，慶幸本集團具備高效能的

生產設備，配合既有的垂直組合生產作業，原材料價格上漲造成的壓力得以紓緩。第一季

度飲品之毛利率為40.45%，與二零零四年同期比較上升0.48個百分點；母公司股東應佔溢

利為8,670千美元，較去年同期下降12.52%，主要是因為本期認列少數股東本期權益9,121千

美元所致。

糕餅業務

於持續的品牌經營及強調產品的差異化，精進並開發新口味及新包裝的經營策略下，第一

季度糕餅業務之營業額為23,134千美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8.39%，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

5.46%。銷售成長主要來自主力品項「3+2」蘇打夾心、妙芙蛋糕及單片餅乾；此外，新推產

品「鮮巧蛋糕」的市場接受度高，使得本集團在「糕」與「餅」的發展勢頭相當良好。據AC

Nielsen2005年2-3月份調查顯示，康師傅夾心餅乾的市佔率為25.2%，居市場第二位。

期內糕餅整體毛利率為35.93%，較去年同期成長4.2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生產效率提升及

集中生產高毛利產品所致。本集團將以此為基礎，持續改善糕餅之業務表現；期內母公司

股東應佔溢利為350千美元，去年同期之虧損為1,819千美元。

財務分析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負債為5.66億美元，相對於總資產14.95億美元，

負債比例為37.84%。相較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總負債5.17億美元，上升了約

48,961千美元，負債比例上升了0.98個百分點，主要是因為客戶預付款增加30,133千美元及

其他應付款增加8,854千美元所致；同期長短期貸款相較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

了12,636千美元。總借貸中，美元與人民幣的比率為77%：23%，由於本集團的交易以人民

幣為主，而期內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變動不大，因此期內匯率波動未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

響。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而同期本集團的手頭現金為1.93

億美元。

財務比率概要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製成品週轉期 9.62日 10.73日

應收賬款週轉期 15.52日 16.62日

流動比率 0.89倍 0.78倍

負債比率（總負債相對於總資產） 37.84% 36.86%

負債與資本比率（淨借貸相對於母公司股東權益比率） 0.12倍 0.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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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發行的可換股債券將於今年六月到期，本集團已準備運用來自經營業

務及去年股權轉讓之資金，償還債券本金90,000千美元及贖回溢價9,932千美元，總還款額

為99,932千美元。

人力資源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員工人數為25,129名（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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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消費者收入持續提高及消費觀念的更新，國內方便食品市場之發展空間將有進一步的

成長；然而，面對原材料價格持續高企，預期本集團於第二季度的生產成本仍然受到影

響。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及生產成本持續上漲的壓力下，本集團將延續既有的經營方向而

努力，持續精進整體營運，於秉持「利潤優先」的前題下，擴大本集團整體銷售及進一步鞏

固各品項產品於中國的市場地位。

公司管治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除了非執行董事因須按公司章程細則輪席

退位而未有指定任期外，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交易所証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

守則。

審核委員會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最佳應用守則第14條之要求，本公司已於一九九九年九月成立審核委

員會，現時成員包括徐信群、高捷雄及李長福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委員會最近召開之

會議乃審議本集團期內之業績。

標準守則的遵守

本公司一直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經本公司特別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他們在審核期內已完全遵從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

則。

購入、出售或贖回股份及可換股債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及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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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性陳述

董事會謹此提醒投資者，上述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度的財務報表及概要

乃按本集團內部資料及管理賬目作出，此等資料和賬目並未有經過核數師的審閱或審核，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度的財務報表摘錄自本集團已披露的未經審核的財

務報表並經重列；而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摘錄自本公司二零

零四年年報內經審核的財務報表並經重列。投資者應小心以免不恰當地依賴二零零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度的數字，數據及比較數值。本公司同時籲請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

份時務須小心謹慎。

於本公布日期，魏應州、井田毅、吉澤亮、魏應交、吳崇儀及井田純一郎為本公司之執行

董事，高捷雄、徐信群及李長福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魏應州

中國天津，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網址：www.masterkong.com.cn

www.irasia.com/listco/hk/tingyi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