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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達港幣 162 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25.2%   

 股東應佔溢利上升 3.3%至港幣 7.497 億元 

 來自中國內地業務的營業額貢獻首次超出香港的業務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0 仙，較去年同期上升 11%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公佈 2003年度中期業績 
策略佈局循計劃順利推行 

 

[香港，2003 年 9 月 10 日]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香港聯合交易所: 0291) (連同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 今天宣佈截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之中期業績，綜合營業額及股東應

佔溢利分別為港幣 162 億元及港幣 7.497 億元，比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 25.2%及 3.3%。按加

權平均數基準計算，本集團每股盈利由去年港幣 0.35 元上升至港幣 0.36 元。董事局宣佈派發

每股港幣 10 仙的中期股息，較去年上升 11%。這是繼 7 月份以實物派息方法分派華潤水泥股

份後另一派息。   
 
截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止，本集團之紡織業務錄得 74%的盈利增長，這是有賴各主要業務理

想的表現所致，可見其作為驅動盈利的重要角色。整體淨利潤率亦由 4.7%增加至 5.8%，因

紗線和布匹的銷售量及價格均因為棉價攀升所帶動。此外，因出售一所共同控制實體所持有

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空燃料補給設施的權益而獲得一項應佔所得溢利的進賬，本集團的石油及

化學品經銷業務盈利錄得達 57%的強勁升幅。另一方面，本集團的食品加工及經銷業務持續

作出穩定的貢獻，盈利有輕微的上升，而其拓展中國內地的食品加工市場的計劃亦已在進行

當中。   
 
然而，本集團的零售及啤酒業務卻承受了非典型肺炎爆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過，即使面

對非典型肺炎的沖擊，兩個業務均能在困境中提升營業額。零售業務當中，本集團之超級市

場業務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 93.4%，這是由於店數增加及去年 7 月收購華潤萬佳所致。隨

著非典型肺炎大致已經受到控制，銷情方面亦已見起色，本集團將致力強化管理團隊，建立

更穩健的採購、營運及物流的基礎，我們對此業務仍充滿信心並一貫投入。此外，受惠於 2002

年在武漢和盤錦以及 2003 年在北京所收購的啤酒廠，並配合四川藍劍穩定的銷售增長帶動之

下，本集團之啤酒業務在期內錄得 8.8%的銷量增長，進一步鞏固我們作為中國內地第二大啤

酒商的地位。本集團之全國啤酒品牌「雪花」的銷量顯著上升 45%，反映出在全國推行的品

牌策略已收成效，品牌逐漸備受廣泛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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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席寧高寧先生表示:「我們逐步落實執行既定的策略去增強獨有的零售帶動的分銷模

式。這包括將非核心業務重組，如華潤水泥的獨立上市，及於 7 月份向母公司收購物流業務

以提升零售業務的營運效率及配合我們長遠的物流需求。我們亦開始在旗下的超級市場內出

售更多本身的產品。過去積極在中國內地的投資已令來自國內的營業額首次超越香港。加上

我們努力不懈地提升經營的效率，我們對集團的發展前景抱很大的信心。」 

  

* * * 

 

關於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其股份並於倫敦證券交易所自動報價系統買賣，

亦為香港恆生指數及恒生倫敦參考指數成份股之一。集團業務廣泛，遍及香港及中國大陸，

並主要從事零售、飲品、食品加工及經銷、紡織及石油經銷業務。  
 

如有其他垂詢，請聯絡: 
 
 
 
鄺文謙先生 
執行董事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電話: +852 2829 9816 
傳真: +852 2598 8453 
電郵: francis.kwong@cre.com.hk 

 

 
2003 年度中期業績詳細資料將於 2003 年 9 月 11 日刊登於南華早報、香港經濟日報及文匯報，

以及公司網頁 www.cre.com.hk。資料亦可於 www.irasia.com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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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FINANCIAL HIGHLIGHTS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Six months ended 30 June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及重列)
港幣千元

   2003 
(Unaudited) 

HK$'000 

2002
(Unaudited and Restated)

HK$'000
    

營業額 Turnover 16,190,163 12,933,223

經營溢利 Profit from operations 651,381 930,32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Share of results of associates 228,498 208,601

股東應佔溢利 Profit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749,733 725,462

每股盈利
1 Earnings per share 1 HK$0.36 HK$0.35

每股中期股息  Interim dividend per share HK$0.10 HK$0.09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列)3

港幣千元

  At 30 June 2003 
( Unaudited) 

HK$'000 

At 31 December 2002
(Restated)3

HK$'000
   

股東權益 Shareholders’ funds 13,424,718 12,945,721

少數股東權益 Minority interests 3,431,760 3,290,057

綜合借款淨額 Consolidated net borrowings 1,479,747 1,482,909

負債比率
2 Gearing2 8.78% 9.13%

流動比率 Current ratio 1.38 1.29

每股資產淨值: 
  賬面值 

Net assets per share: 
  book value  

HK$6.45 HK$6.22

 Notes: 附註: 
1. Earnings per share have been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profit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by 
weighted average number of shares in issue 
during the period. 

1. 每股盈利乃將股東應佔溢利除以各期間已發行股份

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2. 負債比率指借款淨額與股東權益及少數股東權益之

比例。  
2. Gearing represents the ratio of net borrowings to 

shareholders’ funds and minority interests.  
3. 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便符合本期間會計政策之遞延

稅項改變。 
 
3. The comparatives have been restated to conform 

with the current period presentation in light of the 
change in accounting policy for deferred ta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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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及溢利分析表 
ANALYSIS OF TURNOVER AND PROFIT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Six months ended 30 June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及重列)
港幣千元

    
2003 

(Unaudited) 
HK$’000 

 2002
(Unaudited and 

Restated)
HK$’000

     
各項業務之營業額 Turnover by segment   

石油及化學品經銷 Petroleum and Chemical Distribution 5,978,428 4,557,996

零售 Retail  4,303,594 

 

2,725,851

食品加工及經銷 Food Processing and Distribution 2,357,389  2,388,627

飲品 Beverage  1,908,632  1,845,602

紡織 Textiles  1,410,521  999,517

物業 Property 142,627  214,690

投資及其他業務 Investments and Others 167,877  272,646

小計 Subtotal  16,269,068  13,004,929

對銷業務間之交易 Elimination of inter-segment transactions (78,905)  (71,706)

 總額 Total 16,190,163  12,933,223

各項業務之股東應佔溢利 Profit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by 
segment 

 

  

石油及化學品經銷 Petroleum and Chemical Distribution 285,507  182,018

零售 Retail  (88,818)  61,494

食品加工及經銷 Food Processing and Distribution 175,461  172,274

飲品 Beverage 25,253  38,484

紡織 Textiles 82,274  47,167

物業 Property 3 165,931  97,071

投資及其他業務 Investments and Others 167,581  190,776

小計 Subtotal  813,189  789,284
公司總部利息淨額及費用 Net corporate interest and expenses (63,456)  (63,822)

總額 Total 749,733  725,462

 
附註: 
1. 比較數字己經重列，以便符合本期間會計政策之遞延稅項改變。 
 
2. 物流業務從物業業務重新分類至零售業務。 

 
3. 由於有物業從固定資產改變用途為投資物業，導致截至二零零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物業業務之遞延稅項負債減少。 

Notes: 
1. The comparatives have been restated to conform with the current period 

presentation in light of the change in accounting policy for deferred 
taxation. 

2. The logistic business has been reclassified under Retail segment from 
Property segment. 

3. Due to change in use of certain properties from fixed assets to 
investment properties, it resulted in a decrease in deferred tax liabilities.

 

    第4頁  


	·s»D½Z
	°]°È·§n
	FINANCIAL HIGHLIGHTS
	Profit from operations
	651,381
	Share of results of associates
	228,498
	Minority interests
	3,431,760
	Gearing2
	8.78%
	Current ratio
	1.38
	Net assets per share:


